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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
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 1:3）





    1521年，当新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因他的一系列神学著作，因倡导“因信称义”，指出教皇没有发行

赎罪券的权柄等符合圣经的理念而被带到德国国会接受审判时，他明确地说：这是我的立场，除非你们能

从圣经中找出我所说的是错的，我就承认我错了，否则，上帝与我同在。马丁•路德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鼓

吹购买赎罪券就能进入天堂的时代，是一个教廷和教皇的权利被错误地扩大到足以轻易杀掉任何一个异见

者的时代。靠着一本圣经，马丁•路德成为那个时代的勇者。

    2015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 

    从2014年起，中国多地地方政府强行拆下教会十字架的消息还未停息，2015年2月19日，世界各地各大

媒体又在忙着报道ISIS屠杀21名埃及基督徒、地中海边血流成海的新闻。当媒体在忙着分析担忧种族仇恨

的火焰在美国某些地方有重新燃起的势头的时候，6月26日，全世界的眼目又被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同性婚

姻合法化所震惊。所多玛、蛾摩拉这两个因神的震怒而被硫磺与火毁灭的城市，再次成为这个时代的代名

词。貌似繁华艳丽，实则空虚丑陋；貌似歌舞升平，实则危机四伏；貌似人权至上信仰自由，实则基督徒

正常的权利被一步步地剥夺，公开和隐含的逼迫都步步临近。在这样的时代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又能

做什么？

    马丁•路德说，这是我的立场，所有的一切都应该以圣经为标准。他站立在神的恩典里信靠神，他高举

圣经站立在神的话语中，所以在最应该惧怕的时候，他没有惧怕，因为他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知道自己的

立场是什么。我们今天站在哪里？我们的立场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罗马书5：2）”彼得提醒我们说:“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彼得前书5：12）”今天这

个时代依然需要勇者，这些勇者所依靠的依然只应该是圣经。“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历代志下20： 

12）”当今天的我们面对这纷乱的世代，我们一定要坚信：我们依然站在神的恩典之中，依然站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所仰望

的，依然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主。

    在修改教会见证集《生命树》第二期的稿件的时候，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这29篇见证，写的正是同一个主题：虽然我

们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道路而来，但今天，我们都站立在神的恩典之中，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生命树》的如期出版，首先要感谢众弟兄姐妹的踊跃投稿，有些家庭贡献了数篇见证，全家人一起述说神的恩典，其中许

多见证使我们读后数度感恩落泪。感谢主编潘宁姐妹的全力推动：约稿、催稿、改稿、定稿，身为四个孩子的母亲，她付出的

辛劳无法计数，以至于有段时间睡眠相当不好，疲累不堪；感谢神的恩典，她的先生陈亮弟兄像去年一样，不仅再次毫无怨言

地当起了光荣的“奶爸”，而且为见证集的出版与数家印刷商联系、谈价、取样本，往来奔波劳苦，确保了见证集的付梓。感

谢王军姐妹在第一期和第二期见证集的编辑工作中的细心、认真和踏实。每次见证集出版的时候，都是她全家经历特殊困难的

时期，去年是她需要找工作，今年是她的小弟在重症病房急救中。王军姐

妹的坚忍之心、无伪的信心成为见证集外的美好见证，让我们看到柔弱的

她如何在神的恩典中刚强站立，成为她全家人信仰上的祝福。同样柔弱文

静的春华姐妹也在编辑工作中显出了她的勤奋耐心，她优雅的文笔常常给

人带来如见春花的清新感觉。去年第一期见证集的排版编辑，神差派了灵

子姐妹、文婷姐妹主动担纲；今年的排版编辑，神又让天天姐妹在即将出

国学习之前，放弃自己的休闲时间日夜劳作, 到了国外之后，还继续排版

编辑。而她的父母大宁弟兄和一新姐妹又在她排版的时候，为她解释每篇

见证题目的意思和重点，帮助她找到最恰当的图片。

    诗篇（33：12）告诉我们：“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

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们就是这样一群有福的人。我们

愿意把我们所得到的福气向这个世代大声地宣扬出来。“凡仰望耶和华

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诗篇31：24）”这本见证集中的

每一篇见证，每一分辛劳，都是为了告诉周围的人，告诉这个世代一个答

案：不管世界如何败坏，我们这一群原本同样败坏、原本不配神爱的人，

因着神不离不弃的爱，因着我们顺服的心，现在成为新造的人，成为蒙福

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站立在恩典中仰望神！

（作者为雅典城华人基督教会的牧师和师母。）

文/ 罗治禹牧师伉俪

[作者夫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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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章文春

    经上有记：“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

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加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

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

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申命记8: 12-14）”以色列人在

旷野流浪40年，所经之地干旱无水，遍地爬满荆棘和毒

蛇，但一路上神用他的翅膀庇护他们，用云柱火柱引领他

们，并最终把他们带到那流奶与蜜的迦南之地。雅典城华

人基督教会建堂历时三年，其间的困难和艰辛虽然与以色

列人旷野流浪的经历无法相比，然而回顾整个建堂的过

程，事无巨细，样样处处不乏神的看顾和恩典。感谢教会

出版见证集，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回顾、品味神在我们教

会建堂事工上奇妙的恩典和大能的作为，使我们不至于  

“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在我们身上诸般的恩典。

    岁月如梭，还记得教会于2010年3月着手购堂，转眼

五年已经过去，人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对很多事情细

节的记忆似乎变得有些依稀, 但建堂往事毕竟都是一桩桩

做过来的、建堂的旅程毕竟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稍加回

忆，便又历历在目、栩栩如生。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

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9）”我们雅

典城华人基督教会建堂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对这一经文再

好不过的诠释了。笔者在这里不妨就籍着我们建堂的诸般

细节，来见证分享神奇妙的大能和作为，荣神益人，也使

我们不至忘记神所赐予我们的恩典和祝福。

购堂决定

    2010年3月22日我们教会正式向房产的卖主（Wachovia

银行）提交合同―愿意以18.5万美元的价格购买这个坐落

在Bogart的3.64英亩、约3000平方英尺银行foreclose的

房产。合同提交之后的第一要紧的事情当然是向教会的会

众报告，向教会同工解释为什么做出了这种“先斩后奏”

的决定，让弟兄姊妹们明白教会可以十天内在没有任何损

失的前提下退出合同。为了让教会会众得到尽可能多的信

息，我花了不少时间准备了一个很详细的报告，以Power-

Point的形式给教会会众报告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购买此

堂的各种利弊与得失，会后又给教会同工进行非常具体的

布置和分工：同工们分头行动，在十天之内收集所有与该

房产有关的信息，最后做出教会到底是继续还是中断当时

已签下的临时合同的决定。

    这座房产显然已经被荒闲很久，所有的空调早已不翼

而飞，房子里既无水又无电，屋顶到处有漏雨，墙上到处

是破洞，房子的外面是萧条零落，里面则是臭味霉味扑

鼻。检查房子的人提出要双份的价钱才愿意给我们检查，

理由当然很简单：与一般的房子相比，他要花上不止双倍

的时间来检查。将近一百页房子的检查报告出来了，各样

大大小小的问题，诸如瓦漏墙破，本身就一目了然，我们

根本没在意。然而，有好几件事的确出乎我们的意料之

外。比如说，检测者指出这个房子有两个化粪池，但都已

严重损坏，恐怕没有一个能用的。更何况教会是个公共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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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化粪池规格自然要求更大，维修起来既不现实也不合
算。而重建一个大化粪池，又价格不菲。把所有的问题汇总
到一块，这个堂买还是不买，要想做一个简单了当的决定，
谈何容易！
    除了对房子本身的慎重之外，更为令人顾忌的是房子周
围的邻居对我们华人在他们社区设立教会有没有抵触和排
斥。于是，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找到邻居和Bogart市有决定权
的官员的姓名地址，用我们中国人的请客吃饭方式，征求他
们的意见。想到后来Rezoning的投票结果（仅以一票超出通
过），真是感谢主赐给我们有提前预备的感动和智慧。说起
此事，我们真不能不感谢正对面的邻居―今年年初刚去世的
WoodyBruce先生。当时有另外一位邻居在Rezoning的会上
对我们教会在他们社区建堂提出极力反对。Bruce先生立刻
站出来为我们教会说话，向Bogart市官员们反映说 “This 
is a group of fine people.”(这是一群非常友好的人)，
并指出我们在购买房子之前，曾特地找他咨询过，对此他表
示十分的满意。参加过那天晚上会议的人应该还记得，若不
是Bruce先生支持，我真不敢想象最后投票的结果到底会如
何？感谢主，祂就是这样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
得益处。（罗马书8:28)”把对我们非常友善的人特别安排
为离我们教会最近的邻居。
    短短的十天，其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在这里真是
无法悉数。感谢上帝的保守与同在，当我们把收集到的各种
信息汇总起来并报告给全教会之后，会众几乎全票通过买堂
决定。一个不到二十个家庭、五六十位会友的教会愿意向建
堂迈出这样勇敢的一步，实乃圣灵的感动和带领。

贷款周折

    原以为最难做的买堂决定一旦通过，接下来的诸如签
约、贷款、房子接交等等手续，不过就是照章行事、例行公
事罢了。虽然琐碎，只要肯把时间摆上，最后都能水到渠
成。本人在美国经过几次买房卖房，因此对购房的整个过程
可谓颇为熟悉。然而，我很快发现，我以前的那些经验拿来
为教会购堂竟然派不上用场。首先，在美国，教会在功能上
是一个宗教组织，但在法律上其实被视为一家公司。如果你
善于注意细节的话，就会注意到我们教会在州里备案的名字
其实是“Athen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INC”。既然
是公司，就应该有法人代表。教会当时没有牧师，主席自然
是当然的法人代表。然而，教会自己承认的主席，并不能得
到法律的自动认可。房产律师让我们临时弄了一个“Corpo-
rate Authorization Resolution”来授权主席代表教会签
字。既然是Corporate，就必须有秘书，而我们教会从来就
没有设过秘书一职。另外，所有的Corporate，都要求有常
规会议记录，所有这些，都得赶紧统统补上。从那以后，我
们教会同工中总设有秘书一职。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贷款。由于当年正处于金融危机之
际，各种经济丑闻不断，所有的银行都银根紧收，变得十分
保守，对房贷者的信用资格审查越来越严，那信用一般、是
个人都能贷上款的日子早已不复存在。原以为教会是个讲爱
讲信仰的地方，银行不给谁贷款都会给教会贷款，可是没想
到事实正好相反。银行职员在电话里刚刚还热情地咨询各样
情况，但一听是教会要贷款，立即就找各种理由拒绝，有的
干脆明确地说他们银行有新规章不再给教会提供贷款。教会
一位弟兄给一家华人金融机构打电话咨询，得到的竟然也是
同样的答复。感谢主，就在我们为贷款之事大为发愁的时
候，有一位银行职员为我们推荐了一家当地偏重商业贷款的
银行“National Bank of Georgia”。在教会出具所有银行
存款证明，教会收支平衡表，目前会友奉献状况等等之后，

三角地风波

    2010年5月4日，万事俱备，房产交接的重要日子终于
等到了！华刚（主席），吴佶岩弟兄（新秘书）和我代表
教会同房产商Chard一起兴奋地来到房地产律师Tom的办公
室。本想把字一签，购堂便到此告一段落，大家都可以好
好歇上一歇，改日再提建堂改造事宜。然而，万万没有想
到，那天的closing(交接)刚刚拉开建堂的序幕。
    当时律师办公室里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律师每
宣读一页文件之后，华刚和佶岩弟兄就立即例行公事，
代表教会双双把字签上。可是，当律师拿着文件念到房
产面积为2.9英亩时，我以为是律师口误，立即给他指正
Wachovia银行所卖的房产应为3.64英亩。律师听后眉头一
皱，指出他手上的正式文件上显示的只有2.9英亩。房产商
Chard显然也大吃一惊，与我面面相觑。简单对视之后，
我告诉律师我所说的3.64英亩应该没错，律师顿时感到莫
名其妙，看着我递给他的Wachovia银行的原始卖房信息记
录，再看看他手中的正式文件，紧锁眉头，搞不明白这块
地到底是3.64英亩还是2.9英亩。对这位专门做房地产的律
师来说，这种差错似乎也十分罕见。律师决定取消签字仪
式，并立即驱车去法院调出原始档案，要把事情搞个水落
石出。我们三人心情沉重地走出律师办公室。吴佶岩弟兄
嘴里不断重复着“如果真是2.9英亩，那教会无论如何都不
能买。”
    不多时律师来电话，告诉我情况已被彻底核实。根据
最具权威的法院文件记录，我们所要购买的房产应为 2.9 
英亩而不是3.64英亩。具体的来龙去脉是这样：当年，房
东将原本属于一块的整地分割成两部分。为了方便解释，
不妨将其称为“地A”和“地B”，参见下图。
    为什么要将这块地按照这样奇怪的方式从左上角割出
去半个多英亩的一个小三角？除了房东本人，恐怕至今谁
也没有搞明白。但有一点很清楚，法律文件上显示房东只
为“地A”向Wachovia银行贷过款。因此，当他无力给银
行还贷款的时候，银行只有权foreclose“地A”，而无权
foreclose“地B”。遗憾的是，银行一直还错误地以为这
个房产是一块整地。作为一家大银行，Wachovia显然并无
故意作弊之嫌，只因这个房产的确复杂，连律师（更不用
说银行）都未能注意到这个极不寻常的细节。
 

几经周折，终于得到了该银行的一封贷款保证书 (Loan 
Commitment Letter)。

[作者与妻子女儿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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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的缘由现在倒是搞得水落石出，然而，残酷的现
实摆在我们面前，不仅令人无法接受，而且根本也看不
到有任何改观的希望。就算Wachovia银行愿意降价把房
子卖给我们，我们也不可能感兴趣，除非拥有那块三角地  
（“地B”）的主人愿意把它卖给我们。然而，这位已经破
产的房子主人现在又在哪里呢？他怎么可能把这块对他也
许没用、可对我们却至关重要的小三角形地卖给我们教会
呢？从属世的角度看，这位破产的房主一旦知道我们的意
图和处境，怎么可能不好好敲上一把呢？如果真是这样，
我们教会只能放弃这个购堂机会了。
    华刚和我原本打算签完字后继续回学校和公司上班；
出事后，我俩赶紧开车来到“教会”，到处东张西望，走
来走去，直到天开始慢慢变黑才怏怏离去，但我俩都不愿
回家，于是决定去一家墨西哥餐馆（On The Border）继续
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的事宜。两个人坐在餐桌前，谁都没
有太多的话讲，更多的是沉默，因为心中都充满着太多解
不开的问题：如此罕见的事情怎么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更何况购堂乃是神国的事情，为什么神竟然允许这样的事
情发生？如果购买此堂并不合乎神的心意，神为什么又要
让我们在这件事上走得这么远呢？从来来回回与 Wachovia
讨价还价、修改合同到请人检查水电、甚至土壤，从与政
府、邻居沟通联络到与本教会会众交流、解释，从准备各
样法律文件到四处寻找银行贷款，等等等等，我们紧锣密
鼓，整整忙了两个多月，除了浪费教会将近两千多美金之
外，还浪费了众多会友的感情和同工们大量的精力。神
哪，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为什么
要跟我们开这个天大的玩笑？
    当时，我一面在心里面埋怨神，一面呼求神。脑海里
不禁浮现出这样一个情景：“忽然起了狂风，波浪不断地
打进船来，舱里积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
了。门徒把他叫醒，对他说：‘老师，我们要死了，你不
管吗？’耶稣起来，斥责了风，又对海说:‘不要作声！安
静吧!’风就停止，大大地平静了。然后对他们说:‘为甚
么这样胆怯呢？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门徒非常惧怕，
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马可福音
4: 37 -41)”我在心中默默地祷告:“神啊，你不是说过你
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
心也未曾想到的吗？我愿把这件事完完全全地交托给你，

求你的话语和应许籍着这件事得以成全!”

得三角地为业

    回到家中，我把事情的经过与太太大致说了一说，赶
紧打开电脑，试图在网上寻找拥有那块三角形地的主人，
心想如果能找到这个人，也许我们能说服他把这个对他毫
无意义、对我们却十分重要的小块地卖给我们。我想，他
也许会借着这个机会敲我们一把，但这总比一点希望也没
有强。就在这时, 房产商Chard给我打来电话。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Chard问道。
    “正在电脑上。有什么好消息吗？”我有气无力地答
道。
    “我找到这块三角形地的主人了！”Chard的声音中带
着一种希望。
    我赶紧把Chard告诉我的的地址输到谷哥地图，原来是
弗吉尼亚州一家SunTrust银行的地址。Chard告诉我这是他
从Oconee County法院要到的地址，我跟Chard开玩笑说，
要是这位先生住在银行的话，他自己家的房子就不至于给
foreclosure了！我十分兴奋，先前的愁烦当即化为乌有。
第二天，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我来到单位附近的一家加
油站，躺在车椅上，闭上眼睛继续回忆那些天里所发生的
事情，突然想起头天晚上在网上寻找资料时，看到有一
个与这个房东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的地址，倒是可以试一
试，只可惜忘了把这个地址抄下来；不过好像还记得该地
址前面的几个字母。于是我打开GPS，刚一输入这几个字
母，整个地址就自动显示出来。没错！就是这个地址！赶
紧利用中午的时间去那里跑一趟。搞错了也不过就是白跑
一趟，再说没准能从这个人那里能挖出点我们要找的人的
信息。
    找到地点，一按门铃。
    “你找谁？” 一位五六十岁的白人男士打开门问道。
    “请问你知道一位叫XXX先生的人吗？”我礼貌地问
道。
    “我就是！”男士显然因为一个亚洲人找他而感到有
些惊奇。
    我赶紧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通，并劝他把对他无
用、对我们却至关重要的那块小三角形地卖给我们教会，
并请他看在教会的份上，手下留情，不要因为我们有特殊
需要而在价钱上敲诈我们。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位男士得
知我们教会要从Wachovia那里买他的房子，十分兴奋，
告诉我这栋房子是他祖传的家业，若我们教会能把它买下
来，他在天堂的母亲一定会为此而感到莫大的欣慰，甚至
说我一定是上帝给他派来的天使。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竟
然说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如果我们教会需要他的那块三
角地，他愿意免费把那块地送给教会。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律师Tom时，律师不相信。他立即问
我，可不可以请这个人第二天在一家餐馆见个面，律师说
他可以备上一份材料（Quit Claim Deed），请那个人在材
料上签字，只有他把字签上，在法律上才能生效。真没想
到，第二天我竟真的很容易地将这位房东接到Locos Grill
与律师见面。吃饭前，律师首先让他出示证件，接下来很
快让他在材料上签了字，匆匆吃完饭，就离开了。之后，
律师打电话告诉我，不管我们买不买这个堂，那块三角形
的地都算正式属于我们雅典城华人基督教会的财产了。
    几乎没有时间来回味这突来的转机，我当即打电话给
房产商Chard，告知他买堂的事情又重新有了希望。不过， 
现在我有一个要求，Wachovia必须为漏掉这块三角形地的
错误而降价。不多久，Wachovia回话， 愿意为此降价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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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
    哈利路亚！赞美主！原本以为购堂这件事算是彻底搁
浅，从属世的眼光来看，似乎不大可能有任何可行的解决
方案。然而，神的道路高过我們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
們的意念。（参见以赛亚书55：9）其实，神早已为我们预
备了我们眼睛未能看见、耳朵未能听见、人心也未能想到
的恩典和祝福。回顾事情的整个过程，我不由发现，是神
把这样一个购堂的机会摆在我们的面前，也是神在我们心
高气傲、忘记神恩典的时候，让那十分罕见的困难摆在我
们的面前，对我们的信心作出极大的考验。就在我们彻底
绝望、并愿意完全仰望神的时候，他便用他的大能和恩典
充充足足地成就了一切，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
以为购不成的堂，最后不但可以购得，而且还可以以少于
两万美金的价钱成交。
    建堂见证写到这里，大家一定都和我一样，为神的大
能和作为所震撼，为神的恩典和祝福而感恩。然而，更为
精彩的见证还在后面。

得长条形地为业

    就在努力解决购堂过程中所遇到的各样难题的同时，
我们惊奇地了解到，除了A和B，紧挨着的一块面积为1.25 
英亩的长条形土地（地C,参见下图）竟然也属于同一个房
主，现在也在被另外一家银行（The People’s Bank）拍
卖。在经济危机之前，那位房主曾是一位生意很火的房地
产开发商，后来由于资金周转困难而破产，大量的房产被
各家银行收回。
    跟同工们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尝试把这块地也买下
来，这样我们教会的整块地面积就可以接近五个英亩。虽
然当时觉得经济压力非常大，但大家都明白这对我们教会
的将来会十分有利。
    为了省下雇房产商的钱，这次我们决定直接与这家银
行（The People’s Bank）接洽。我们找到银行的联络电
话，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表明我们教会愿意购买此地。
银行的副总（Vice President）得知情况十分高兴，说考
虑到我们是教会，愿意以四万美金的价钱把这个经济危机
之前价值七八万美金的1.25 英亩土地卖给我们。我们觉
得太贵，于是生意没有谈成。银行副总告诉我们，几天之
后，银行将在Oconee County法院门口举行拍卖活动，如
果我们仍然有兴趣，可以去参加他们的拍卖，谁出的价钱
高，谁就可以买下这块地。教会决定试一试。我打电话请
教律师，询问他的意见。律师问我们教会有没有一个价格
底线，我说教会的价格底线就是从Wachovia银行因三角形

土地争议而省下来的两万美金。律师说那你拍卖的时候坚
持这个价就是了。我说教会的确也很想要这块地，只是没
钱。律师告诉我：“你放心，除了教会以及紧挨着的邻
居，恐怕不会有太多的人对这块地感兴趣，银行若卖不出
去，迟早还得主动找教会。”
    建堂的经历，的确让我们在美国长了不少的见识。拍
卖那天，我们邀请了不少教会执事和主要家庭，大家带着
凳子和食物饮料，一大早来到Oconee County法院门口。一
位叫Sam的律师代表银行头天就已与我联络上了，他指望教
会拍下这块地。然而，一切如我们所料，银行不肯接受我
们出的价格，最后以更高的价钱把地买了回去。后来，正
如Tom律师所料，两周后，银行果然打电话给我，问我们
对这块地是否仍然感兴趣。最终还是以我们要求的价钱买
下这块1.25英亩的空地。如今，我们已经把教会三块地合
而为一，如果去Oconee County 法院调我们教会的房产资
料，会显示我们雅典城华人基督教会拥有这整块的、将近
五英亩地的房产。

赞美和感恩

    从看到这个堂址第一天起，我从未想到，经过几个月
的周折之后，我们的购堂最终竟以我们“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方式完美地结束。看
哪, 神的恩典和作为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当初我们原
准备以18.5万美金的价钱买下一个3.64英亩的房产，可是
银行因为缺了一块三角地而降价两万美金，结果又在我们
没有付钱就得回这块三角地的同时，神就在紧挨着我们要
买的房产之处早早地就预备了一块1.25英亩空地，而且让
我们就用从银行那里省下来的两万美金把它买下。如果你
曾怀疑此堂是否是神所赐，我想当你读完这个建堂见证之
后，就一定不会再怀疑我们这个堂乃是神赐给我们教会的
迦南美地！若不是神的作为，世界上岂有此等的巧合。我
们所经历到的丰盛恩典只缘神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測度
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
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
想的。（以弗所书 3：19-20）” 
    在建堂的过程中，我也时常被提醒 ― 建造属灵的生
命其实要比建造一个具体的建筑更重要，但我发现这两者
其实根本就并不矛盾。回顾过去建堂的经历，神对我们建
堂的事工赋予了深远的属灵意义。我自己的生命、同工们
的生命、弟兄姊妹们的生命、以至整个教会的生命，都籍
着那真实而具体的建堂事工得到了大大的操练和提升。建
堂中，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彼此扶持，彼此担
当，一起祷告，一起守望。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肉体上是
何等的辛苦，但我们的心里却是那样的甘甜。感谢神让我
和我的全家有这样的机会参与祂美好的事工。五年后的今
天，每当我回忆那些点点滴滴的经历，对我们的神的敬畏
与赞美就油然而生，特别是当我处在属灵低谷的时候，这
些美好又真实的经历就立刻会给我带来许多的鼓励。但愿
我今天的见证也能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和慕道的朋友们看到
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信实、何等的广大！他既然曾在雅典城
华人基督教会建堂的过程中与我们同在，现在也必定正与
我们同在，将来也必定继续与我们同在！只是我们要专心
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他必给我们指引道路。（参见箴言3：5-6）

（作者来自江西，中国科学院化学博士，目前任职强生制
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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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 海德堡

    1999年4月，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地区迎来了春天，
微微的春风中时常夹杂着毛毛细雨和丝丝凉意，Neckar河
两畔的草地和树木转眼就冒出了嫩绿的幼芽，还有一种黄
澄澄的花已经开放。这种花在复活节前迎着春寒早早地开
放，德国人称它们为复活花。就在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四
月天，我的儿子提前一个半月出生了。生产的过程非常艰
难，从阵痛到撕裂剧痛，从忍痛哼吟到忍无可忍地哭喊，
我和丈夫心里还一直担心早产可能引起的并发症肺不张等
问题。当听到一声清脆响亮的婴儿啼哭，我们夫妻紧悬的
心才落地。当护士将赤裸瘦小的男婴交到我怀中时，望着
那幼小的生命，我问自己，我们夫妻将用什么来承托这新
生命之重呢？
    丈夫连春和我分别在1995年和1996年到德国的海德堡
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早产的儿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儿子刚出生时仍有一小部分肺不张，
一出生就被放进温箱监护，回家后他的胃肠功能和自身免
疫系统一直比正常的小孩虚弱很多，对他的喂养非常困
难，他常常吃了就吐，夜晚哭闹不停，同时也非常容易感
染外界的病毒，所有用品必须高温高压消毒。从他出生开
始，我就三天两头风里来雨里去带他看医生找专家上急
诊，医学专家说这些状况只是胃肠功能紊乱所致，需要长
期细心照料，营养搭配，逐渐锻炼他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连春一直在工作，他只能在白天帮忙带孩子，晚上12点以
后全由我负责。我整晚整晚抱着儿子抚摸着他，希望能为
他减轻一份不适，能让他多睡一分钟，我和连春都疲惫不
堪。我匆匆递交了我的博士论文，但没想到幸运又顺利地
被发表在很好的医学杂志上，从那时起我就带薪休假专心
在家照看小孩。在长达一年的休假带儿子的时间里，我开
始了许多的反省。我自小信奉自强自立，相信一切的成功  

归于自己的勤奋，然而此时日夜照顾早产儿的我深切地感
到自己太有限，太软弱无助。世上无人能给我支持和安
慰，我从心底深深地感到一种能力枯竭的恐惧，一种在世
上找不到爱、智慧和能力的源头的失望。我意识到世界上
好多的事情不是单靠努力可以改变或成就的，好多的事情
需要长期无条件地接受承受，长期无条件地与它共处。那
么，面对各种苦难，人类应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人生
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加州 • 圣地亚哥

    博士毕业之后，我们全家来到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
连春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生物医学博士后研究。小
孩一岁后，我在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也开始了血
液学方面的博士后研究,白天就请一位来自中国的老人帮我
照看儿子。此时我遇到一些来自中国的临床医生，他们正
在准备考美国的行医执照，我的工作兴趣也在临床医学，
我也想加入他们的备考中。一岁多的儿子比刚出生时健壮
了许多，但喂养依然困难，晚上睡眠时间依然很短，大约
每两个小时就哭闹一阵，看医生上急诊依然是家常便饭。
我白天工作很紧张，晚上又缺乏睡眠，根本没时间复习准
备医学考试。当时许多有孩子的家庭要么请父母来美国帮
忙，要么送小孩回中国。我记得在一个华人朋友家的聚会
上，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大姐极力介绍自己，她说当时就是
送两个幼小的子女回中国，自己在美国努力工作，才成就
了今天的自己。然而，他的丈夫极力反对她的介绍, 说不
要重蹈他们家庭失败的覆辙。我当时心里很纠结：如果我
继续追求在美国做医生的梦想，就会牺牲对儿子的亲自抚
养；如果放弃梦想，又会牺牲自己多年来的职业追求。但
我的心始终知道我无法逃避做母亲的天职，我才是儿子责
无旁贷的养育者。当他们夫妇一来二去争论的时候，我清

文/宋学红

7



楚地记得我说我做不到送小孩回国，然
后无法控制地当着众人的面哭了起来。
    我们住在圣地亚哥时，对面就是一
个很大的社区公园，公园设施齐全，
里面有一个活动中心，每周五有一群
基督徒在那里聚办圣经
历史的系列讲座，备有
非常丰盛的晚餐，还提
供儿童照顾。我们每周
五晚上都去参加，儿子
非常喜欢其中的一个来
自台湾的阿姨，连春和
我都能安静完整地听讲
座。那位阿姨甜美的笑
容和柔和的声音让人有
如春风拂面般的温暖。
那里的人柔和谦卑，对
来自各方的有意或无意
的提问质疑和挑战，都
那么无限地接纳无限地
关心。他们好像不是来
开一个论坛，让真理越
辩越明，而是让爱在其
中彰显。我好奇这种爱的源头，怎样的
源头才能让人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
永不枯竭呢？我记得有一位姐妹经常和
我拉家常，我向她述说我的难处，每天
我匆匆忙忙地赶到单位工作，匆匆忙忙
地赶回家做晚餐，为儿子做两到三种稀
软的饭菜，唯愿他能吃进去一点饭菜。
但每天儿子都是吃了吐，吐了吃，晚上
我还得醒来两三次，安抚哭闹的他。她
说我也许不能为你做些什么，但神能为
你做人所不能做的事，因为神是生命的
创造者。我能与你一起祷告，求神让你
明白祂，也求神将祝福降临你家，但你
必须自己开口祷告。此后，她就经常在
晚餐时间打来电话，专为我儿子的吃饭
祷告。她紧紧抓住我当时最迫切的需
要，让我通过祷告请求神眷顾和恩待我
们的需求，这样的祷告真正地安慰了我
的心，驱走了我内心的沮丧和压抑。连
春就像一个简单幼稚的小孩，很早就说
他相信神的存在，相信耶稣的复活，他
要与我一起受洗。然而，我却在此时用
理性来质疑来拒绝，反问他说你读完圣
经了吗？神用尘土造人，女人来自男人
的肋骨，童贞女怀孕，耶稣死后三天复
活，你一个做医学研究的人怎么会相信
这样的神话故事是真的历史事实？它们
哪一个符合科学的范畴？尽管我这样拒
绝，但当我拒绝的时候，总有一些圣经
的话语就会出现在我的心中：“神是
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
拜他。（约翰福音4：24）”“你们祈
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
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
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
开门。（马太福音7：7-8）”

    那时, 我每天工作的研究所坐落
在圣地亚哥最漂亮的海边的山崖上，
圣地亚哥四季如春，每天早上走路上
班是我一天中最享受的时间。蓝天高
高的无一丝云彩，阳光明媚，海天一

色，远远望去无法分辨哪是海哪是
天，微风吹来，温暖柔和清新。我一
人独自行走在路上，感谢神让日日忙
碌的我安静地享受着这美丽的清晨。
我在路上打开心门向神祈祷说，如果
天地间真的有一位宇宙万物的创造
者，请求你进入我的心中，让我认识
你接受你；如果你是那位至圣者，求
你让我明白我的罪，求你来洁净我；
如果你是那个生命和爱的源头，请让
我与你相连结。我也常常坐在研究所
的图书馆，望着窗外无边无际的太平
洋，望着从山崖上往下跳的非动力滑
翔的人们借着海风自由地飞翔，感叹
大自然的神奇美丽，感叹人的渺小，
也感叹自己虽然身在研究所、心却很
难静下来埋头工作。这里的人们正努
力地工作，加班加点，追求做出成
绩，而我成天心中装着柴米油盐、儿
子的吃喝拉撒。神啊，求你赐给我智
慧和力量，让我明白你的道，怎样做
才是符合神起初创立家庭的心意。三
十多年的人生路就像是在爬山，一步
一个脚印地往山上爬，心中充满着对
登上一个又一个职业高峰的成就感。
然而此时此刻，我人生唯一的愿望就
是尽一切的努力让儿子健康地成长,我
的内心渐渐不再纠结，反而充满了平
安喜乐和盼望。在没有认识神以前,我
坚定地选了医学，大学毕业时成绩优
秀，可以免试推荐就读基础医学的研
究生，然而,为了能做临床医生，我
坚持在有两年的临床工作经验后，参
加全国的统考，就读临床医学的研究
生。感谢神，让我明白作母亲的责

任，我主动选择放弃自己曾经追逐的梦
想。这种转变无论是我至亲的亲人还是
至爱的爱人都无法让我做到，是神改变
了我。
    2001年，在连春多次催促下，我和

他同时受洗，接受耶稣
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在
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
人。我辞去研究所的工
作，转到公司进行生物
医药研究开发的工作。
我的生活重心完全放在
家中，支持连春的工作，
照顾儿子的生活和学习。
儿子的身体状况仍然不定
时地出问题，我们平时让
他多参加户外活动和体育
锻炼来增强体质，也把他
带到神的教会，教他如何
向神祷告与神建立关系，
如何完全接纳这些身体状
况，如何求神来掌管他自
己的身体，如何相信神能

按祂的时间来医治他。

佐治亚州 • 雅典

    2006年连春到佐治亚大学工作，我
们全家搬到雅典城，继续参加当地的
华人教会。2010年底，儿子腹痛频繁发
生，严重影响着他的学习，连续大约两
个月都无法上学，成天呆在家里。我们
带他看过几个小儿科胃肠专家，做了各
种可能的医学检查，排除了各种局部和
全身的器质性问题，得出的结论还是功
能性胃肠紊乱。教会弟兄姐妹为他切切
地祷告，把他完全仰望交托给生命的
主。同时，我们教他如何接受腹痛，给
疼痛分级，学会对付不同等级的腹痛，
与腹痛一起生活，不间断地自学，不间
断地锻炼身体。我甚至在考虑是否辞职
带孩子上家庭学校。
    2011年4月，又是倒春寒，家里还
得开暖气。小孩持续生病，我成天奔走
于单位、家庭和医院之间，很少关注
外面的景色。家中栽种的植物好久都没
浇水了，我装了些水去浇植物，猛然间
发现君子兰已经开出好几朵黄红黄红的
花，放眼窗外的后院，草地已经冒出了
绿芽，草地周边的复活花已经开出了黄
黄的花蕾，如果过两天天气转暖，阳光
普照，复活花定会完全绽放。我的心突
然像被充了电，将有限的我与神那无限
的源头相连接，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
神让我看到，祂是生命之主，祂将生命
密码编设在种子里,同时赐下阳光雨露
和土壤，让万物自由地生长，各自演绎
出自己的色彩与个性，彰显出神的荣
耀。我紧紧地拥抱着儿子，让他跟我 
一起来感谢神的带领和看护，让我们一

[作者与丈夫儿子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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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会顺服、交托与感恩，无论境况如何都要紧紧抓住神的祝福，切记基督耶稣已经复活，祂的话语带着能力和应许，神的
恩典够我们用！
    感谢主！经历了大半年频繁腹痛折磨的儿子，在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声中完全康复了，胃肠功能逐渐地恢复了，他也逐
渐地长大成一个少年了。2013年雅典城华人基督教会建好了自己的教堂，儿子在神的祝福中在新建好的堂里受洗。
    我永远也忘不了神在我信心最低沉的时候让我看到的那些美丽的复活花。复活花开，神的恩典永在。耶稣复活的大能将
带领你带领我脱离罪和死亡的捆绑，在信心之路上经历神的恩典，创造出各种生命奇迹，让所有信祂的人，心灵不再饥渴，
而且从他们的腹中将流出活水的江河，流进永恒。我知道神掌管生命，看顾我们每一个人，我愿意将一切荣耀归与神，为神
做美好的见证！

（作者来自湖南，现在雅典城从事生物医学研究工作。）

文 /潘美翠

    福音歌手盛晓玫姐妹曾写过一首题为《主的恩典》的诗
歌，歌中唱到：“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
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
恩典从头到脚，白白得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  
回想蒙主拯救后的这些年日，真的像这首诗歌所写的那样，
主在我这个原本不配获得祂的恩典的人的生命中，赐下了祂
极丰富的恩典，大大小小的恩典数算不尽。
    我在一个拜菩萨、拜祖先的家庭中长大。我大概五六岁
时, 第一次踏进了教会的门。当时有从东南亚国家来的宣教
团队，开着福音车来接我们这些小孩去教会。我不记得当时
主日学老师讲什么，但挪亚的方舟以及
洪水的画面却深深印在我心中。之后就
没再去教会了。长大后，我身体经常不
舒服，肚子疼痛，发烧，冒冷汗。我母
亲多次带我去看医生，但医生没有诊断
出原因，只给我吃一些止痛药。这样的
症状反反复复，折磨了两三年。我当时
心情低落，悲观，怨天尤人。直到1986
年，在美国的大姐写信鼓励我去教会，
同时刚好又有一位小学的同学也邀请我
去她的教会，我才再次进入教会，再次
接触到基督信仰。
    起初我是抱着去散散心的心情踏进
教会的。我发现在教会的年轻人与我在
外面交的朋友不太一样。他们看起来
很喜乐，面带笑容, 衣冠整洁，会关怀
人。教会的诗歌更是深深吸引我，因为
诗歌的内容与流行歌曲截然不同。那些
诗歌常常打动我的心扉,它们不但旋律
优美，而且庄严神圣，让我感觉内心与
神很接近。从此，我就每周日都去教会学习圣经，
也学会了不少美妙的诗歌。经过大半年的慕道，我
终于在一个平安夜的布道会上，在讲员发出呼召时, 举手回
应了上帝爱的呼唤。做决志祷告时，我流下了喜乐的眼泪。 
信主后，通过读圣经，听道，和主日学, 我认识了这位上
帝，祂是这个浩瀚宇宙的创造者,是万有的主宰,也是一切生
命的源头。藉着信靠神独生爱子耶稣，我的罪得蒙赦免，成

为神的儿女，有永远的生命。（参见约翰福音 1：3,12; 
3:16）一个人若能在皇室公爵的家族或总统的家庭出生，他
自然就能获得特殊身份和头衔，一生享受令人羡慕的特权和
待遇。而信靠上帝的人，比出生在贵族或总统家庭的人更有
特权，因为神恩待那些相信祂的人，赐给他们权柄作神的儿
女，这是多么尊贵的身份，远比世界上的贵族身份更宝贵！
神的儿女都是神藉主耶稣宝血买赎回来的宝贝，何等荣的
耀！在神的国度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得享
从上头来的各样属灵的福气－平安、喜乐、圣灵的同在和永
远的生命。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恩宠！

    因着神爱的雕琢，我的生命渐渐有
了许多微妙的改变。有这位上帝做我的
阿爸父，我不用为我的未来担忧。在神
的爱中，我学会正面地去看事情，心情
开朗，用积极态度面对人生，对世上的
得与失不用太执着，因为明白在永恒无
限长的线上，世上短暂的一生只是一小
点而已。那些以前认识我的朋友都说我
改变了。我信主后，肚子痛的毛病没再
复发。直到我到美国一年后，肚子又
痛，被诊断为肾结石，做个小手术，得
到痊癒。
    回想自己几十年的信仰历程，心中
禁不住涌出三个字：感谢主！神不但藉
着耶稣将我从罪的权势中救赎出来，还
赐我特权与服事祂的机会，我在音乐事
工上有许多学习，在服事中成长。这是
神极大的恩典临到一个没有学过音乐的
人。这完完全全是从上头来的，是从赐
众人恩赐的父神那里来的。我愿一生追

求认识主更多，爱慕主更深，服事主更忠。愿一切
荣耀都归给祂！

 
(作者来自越南，现居佐治亚州Bogart市。)

[作者照片]

9



文 /冉然

    提笔之际，我不禁由衷地感谢主，是主拉着我的手让我来到祂的面前，感谢神赐给
我恩典和真理。

人生意义何处寻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五年的医学本科，两年的医学硕士，三年的医学博士，一
路走来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心里是最明白的，但对未来的憧憬时刻在激励着我，让我
可以忘记暂时的痛苦，勇往直前。可是当我毕业后离开象牙塔的庇护，进入工作岗位，
直面死亡的那一刻，感受到的是对生命彻底的无奈和叹息！
    记得本科毕业刚上班头几年，一天晚上，大概一点钟左右，接到电话通知要我参与
抢救胸外科车祸的患者。患者20多岁，和当时的我差不多大，夜晚骑摩托车飙车滑倒，
强烈的撞击击碎了他的胸腔，我赶紧气管插管、胸外按压、电击除颤，一阵的忙碌，最
终伤者还是由于伤势过重没几分钟就死亡了。当我们无奈地将死亡的信息告诉伤者的母
亲的时候，她在抢救室门口整整哭了一晚上，虽然有很多亲人在身边安慰，可没有人能
够止住这位母亲的眼泪。晚上在值班室，回想起那一幕，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意识到，死
亡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死的人从生到死，不到五分钟，之后平静地躺在床上，没有任何
表情，可带来的却是生者一生的痛苦。我的母亲常常对我说：“孩子，记住，你的身体
不仅仅是属于你自己的。”是啊，为了母亲，我可一定要注意安全、珍惜生命。但对于
20多岁的我，心里终归认为死亡只是那些不珍惜生命或者年纪老迈的人的事情，

只要稍加注意，死亡和正值青春的我根本无关。
    可随着经历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生命并不像我想的那样是可以凭着我自己珍惜就能够留住的。意外、疾病如同
鬼魅一样缠绕在这个世界里，轻轻地一下就把生命给夺去了，而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所能够预料的。在我工作的医院，
两位年轻的同事2009年先后被诊断出癌症。其中一位是小儿科的李医生，那一年是他刚刚硕士毕业来医院工作的第一
年，幸运的是，这位李医生在后来的治疗中病情得到控制，现在依然健在。可另外一名普外科的朱医生却没有那么幸
运。那一年，朱医生和我一起在武汉读书，身体一贯很好，暑假前夕，我们还在一起吃饭，准备一起回家，当时他说
有点不舒服，我想顶多就是个感冒发烧的，可回家后没几天就听说他被确诊为晚期肝癌，想起他前几天还和自己一起喝
酒聊天，现在却要离开世界，想起他得病的时候他的女儿刚刚出生，想起他的父母，想起他的爱人，只能感叹苍天为何
如此残忍。朱医生很快就走了，前后不到一个月，同事们说他的肝脏功能还没有衰竭到要命的程度，他是在心理上被打
垮了。是的，也许他应该坚强些，这样或许可以活的长点；可扪心自问，谁能保证自己面对死亡宣判的时候不会被打垮
呢？谁能指望能像李医生那样病情得到控制呢？即使活着又如何呢？每天面临死亡的威胁，能有快乐吗？作为医生，虽
然我们给予患者的是不断的鼓励，“要坚强，会好的！”，那时候觉得这就是个善意的谎言，可不靠谎言我们还能靠什
么抗争死亡？可怜的是，对于我们这些医学生来说，连靠这谎言的机会都没有，死亡来临时我能抓住什么？后来每次医
院体检我都不去，美其名曰我身强力壮没啥病，让父母检查吧，其实是害怕，可我又能如何呢？人生在世的日子何其难
以捉摸，唯有把握眼前。可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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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虚疲惫徒叹息

    随着业务技能的逐渐提高，2001年我开始负责晚期肿瘤
病人全身热疗麻醉。全身热疗是全身转移的肿瘤患者最后的
治疗机会，虽然疗效不确切、价格也很昂贵，还是有不少人
愿意尝试，可大多数人还是在治疗后不久就离开了世界。即
使付得起这昂贵的医疗费，大多数人最终的结果却和那些没
有治疗的人是一样的！钱对于死亡毫无办法，它的意义只是
勉强延长那一天的到来而已。而人在世上还必须活着，除了
劳苦愁烦，赚了再赚，还有什么可以支撑每天的生活呢？就
像一个跳楼自杀的人，无论在空中作出多么美妙的翻腾，坚
硬的地面却从本质上决定了这一切毫无意义。想到过往的奋
斗、泪水和汗水，一种空虚感摄入我的脑海，如同强力的麻
醉剂一样让我浑身瘫软，觉得这一切都是徒劳。从此以后，
生活对于我来说变成了一种负担，我逃避各种考验，不做任
何过多的努力，不专注于任何一件事情，一切随缘，或选择
轻易的放弃，或选择轻易的得来，整个人毫无动力，每天都
像机器一样机械地运转，往日的激情荡然无存，生命在不断
地沉沦。
    就这样，我在浑浑噩噩中迎来了好运的2014年。那一
年，我出人意料地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论文也先后发
表了几篇，更出人意料的是，单位竟然推荐我赴美留学一
年，事业的成就让我又觉得，或许成功的喜悦是可以装点这
空虚的生命的。就在我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的憧憬的时候，一
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又让我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来美国两个
多月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夜间胃疼，整整一个星
期，每天半夜都被疼醒，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见好转。一个
最糟糕的念头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是不是得什么绝症了？
我会不会也和朱医生他们一样？我想去做个胃镜，还想做个
B超检查一下，可一打听美国的医疗费用，我望而却步了。
唉，不做也罢！临床经验告诉我，如果胃癌或肝癌到我这样
感到疼痛的话，即使知道了多半也是晚期了，我宁愿什么都
不知道，直到死的那一天。就这样，死亡的恐惧又紧紧地抓
住了我。那时我才明白，成功带给我们的意义并不紧紧是享
受人生，而是对这个世界更多的不舍和对死亡更大的恐惧。
内心的疲惫不堪、工作的不顺利、伴随着腹部的疼痛，令我
整个人无法喘息。 

蒙恩得救获新生

    感谢主，在这人生的尽头祂紧紧地抓住了我，把一群可
爱的基督徒带到我的身边。难忘退休会那个湖边小屋，虽然
外面寒风凛冽，屋里却因为有真诚的爱而倍感温暖。难忘那
首《爱的真谛》，还有年逾古稀的讲员张庆安弟兄激情四溢
的讲道。我不由得内心感叹，原来拥有了基督的生命可以这
么的不一样。虽然当时我还不明白福音是什么，但那时我心
中有了新的盼望，就是有一天能成为他们那样喜乐的人。我
渴望弄清楚他们为什么可以如此不同，在这之后我开始了解
圣经，参加基督徒的聚会，听别人的见证，上网听牧师的讲
道。虽然一路的探求并非一帆风顺，但心中的渴望从未熄
灭，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出路。感谢主，正如马太福
音（7：8）中所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在我最彷徨无助的时候，我向神呼
求，神亲自拉着我的手，没有让我滑向死亡的深渊，2014年
11月19日，我带着感激不尽的泪水接受了主的救恩。 从那
时开始，死亡的阴影终于从我身上离开，30多年来从没有过
的平安降临下来，天堂的门为我打开，彻底除去了我心中的
惧怕。我对自己说，即使我今晚死去，我也可以平静离开，
因为我知道自己将要去哪里，那是比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的有
主同在的天堂！不仅如此，主还应许，“我来了，是要让羊
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10）”长久缠绕
我的心灵的空虚也因救主的恩典被彻底赶走，生命不再因为
死亡而失去光亮，永恒的生命赋予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暂时的
躯壳全新的意义：活出基督的生命，传扬主的福音，拯救和
我一样曾经失丧的灵魂，就是生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意
义，而这个意义是永恒不变的。信主以后，每天活在主的恩
典里，身心灵不断得到更新，内心越来越柔和，生活也变得
充充实实，每天有用不完的活力，这改变让我自己都感到惊
奇，由衷地感谢奇妙救主。
    亲爱的朋友，请相信我，神赐给我的恩典是何等的甘
甜，这恩典祂也已经放在了你的面前。祂曾经叩了我的心
门，祂也在时刻叩你的心门，只要我们肯敞开心灵，全心接
受，主的恩典必让我们一生享用不尽。来吧，让我们一起将
荣耀赞美都归于那全知、全能、全善、全美的神！让我们一
起高唱哈利路亚！

（作者来自湖北，现在佐治亚大学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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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杨元根

    周六晌午，滨海公园。海风习习、椰树婆娑，海鸥啾啾，嬉戏
盘旋。多么美的蓝天、白云、海浪、沙滩。长椅上，我一人独自盘
坐，闭目凝神，倾听海浪翻腾。耳中风声、树叶抖动声、海浪声、
鸟鸣声交互起伏，犹如用不同的乐器奏起了一曲动听的交响乐，那
层叠而又美妙跌荡的乐章，让我沉醉其中。
    隐约中感觉，风声中又携带着读书声，阵阵传来，轻叩耳鼓，
那声音婉约细腻，节奏感却如珠玉落盘：God, almighty father…
    翘首瞭望，却见堤坝上端坐着一位芊芊女子，双手捧书，身心
俱浸，旁若无人般地读着。好奇趋近，端问所读何书，被告知乃
圣经。
     “Do you have a Bible？”

    “No”
    “Then, this one is for you! ” 
    旋见她合上经卷，双手递来，诚挚的目光使我
伸出了双手。接书的刹那，恍见她脸上泛着完成使
命般的笑靥。
    翻开一页，赫然是《创世纪》：原本天地混
沌，大能手挥，却是玉宇澄清万里埃…
    “Thank you!”
    抬头张望，却不见人影，宛如随风飘逝，却留
下了一本宝贵的圣经……
    真诚的陌生人，宝贵的礼物，冥冥中，我就这
样被引领到创造天地的至高者的面前。这本圣经引
导我饥渴地阅读，开启了我属灵的生命。
    谢谢送我圣经的陌生人，也希望我以后能随处
朗读神的话语，随手把圣经送给需要的人。

（作者来自浙江省，现在佐治亚大学农业与环境科
学学院工作。）



如果我默默坐在神的殿中
捧着镶金边的圣经
心却游荡在那尘世之中
没有用我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那么我献上的只是没有生命、虚无的敬拜

如果我只一味寻索真理
执迷于那只字片语 
却行不出当行的道 
活不出基督的爱
那么我所熟知的真理也只能算得上知识 

如果我只知道躺在主的爱里
尽情地享受丰盛的恩典
却不知道把主的爱分享、传扬给更多的人 
那么我只能算得上一个自私的人

如果我高抬自己的智慧
抛弃谦卑、偏行己路
却不知道和弟兄姐妹们同心合一 
那么我就算不上一个具包容、能忍耐的基督徒 

如果我只知道怜惜自己、欣赏自己、顾念自己
即便自以为心中装着百般的爱
却不知道爱人如己
那么我的爱也只是一息尚存

如果我只有不断的悔，而没有彻底的改
唯有终日痛心疾首的惆怅、徘徊
却不知道这无形的枷锁阻隔了神的亮光
那么我陷入的将是一场没有盼望、永无休止的争战

如果我只知道缠缠绵绵
抱怨生活中的苦难、病痛
却不知道把它们交托给全能的主
也不知道这苦难终将是那化妆的祝福
那么我只会在悲悲切切中空耗人生

如果我历尽沧桑苦难、伤痕累累、劫后余生 
却不知道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祂不吹灭
那么我就是一个不懂凡事感恩的人

如果我在职场上努力打拼、光环四射
把骄人的业绩归于自己的聪明才智
却不知道归荣耀给神 
那么我就是毫不留情地窃取了神的荣耀 

醒来吧，朋友！
奋起吧，朋友！ 
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
靠着主赐的能力和恩典
打那人生美好的仗！

（作者来自江西，是亚特兰大一生物公司的科研人员。）

文 /飞 扬

[作者与妻子儿子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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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张坚

    2014年10月11日这一天对我们全家都是难忘而快乐的一
天, 女儿的婚礼在300多位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带着神满满的
恩典圆满完成。

女儿出生

    1988年5月18日，迎着朝阳女儿呱呱落地了，看着胖嘟嘟
粉嫩嫩的宝宝，我不敢相信自己当妈妈了。“儿女是耶和华
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127：3）”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我真的由衷地感谢神给我的这个赏
赐。每个婴孩都是上帝创造的,他们在上帝怀里的时候，无比
快乐, 无比安详。他们太弱小,一定是害怕来到人间，所以
才会在出生时大哭。上帝在送每个婴孩来世时都会告诉他们,
祂为他(她)找了一个天使, 天使的名字叫“妈妈”, 她会在
人间保护他(她),教导他(她)；并告诉他(她)如何向上帝祷告
和如何找到回上帝那儿去的路。其实，女儿才真正是我的天
使，是她让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柔弱小女子变成了一个坚强
的妈妈，学习打毛衣，做小衣服，常常不得不在老公出差的
时候一个人边工作边照顾女儿；是她把我从一个病病怏怏的
林妹妹变成了健康强壮的女汉子；是她教会我如何当一个称
职的妈妈。记得女儿还不满半岁的时候，一天早上我醒来发
现女儿不在身边。当我在床下发现她时,她正对着我笑呢,那
一刻我无比愧疚,决心做个好妈妈。但女儿小的时候,我却为
了学业常常把她寄养在阿姨家或姑姑家。女儿长大后,有一天
我问她有没有因此怨恨过妈妈,她回答说,“没有啊！相反,我
很佩服我妈妈,也让我学会了很多事要努力和坚持,同时也让
我练就了很快适应环境的能力。”后来，无论是在日本还是
来了美国，不到一个月女儿就能交到好朋友,而且能够很快适
应学校的生活。

一起成长

    箴言（22:6）说“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路,就是到

老也不偏离。”可是在神国里,女儿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
的，在属灵生命中也成为我们的榜样。自1999年来美后,
如果没有特别原因，女儿几乎没有一个周日不去教会。她
很快就认识了神,两年后就决志信主了，成为我们家第一
个受洗的基督徒。尽管那时她也许并没有完全明白福音,
但她却坚信神就是爱,她要用神这样的爱去爱人。一年后
我和老公也信主受洗，随着在教会事奉的增加，我们和女
儿更像主里的姐妹一样,有更多的交流和分享。
    一进大学女儿就找到了教会并迅速成长,同时在教会
有许多的服事。大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一天，女儿突然
打来电话,边说边哭:“妈怎么办? 马上要物理考试了,我
的脑子突然一片空白。”Georgia Tech的物理是出了名的
难，我知道女儿有多努力，只是因为太紧张才会这样，于
是我说：“宝贝儿，别哭！现在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深呼
吸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你已经尽了你的努力了，把结果交
给神吧。”我们一起祷告完后她就去考试了，三天后，
女儿高兴地告诉我，她的物理得了A, 是TOP5，感谢赞美
主！腓立比书（4：6-7）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
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
意外的平安，必在基
督耶稣里，保守你们
的心怀意念。”我们
的神是信实听祷告的
神。我母亲因病去世
后,伤心的我郁郁寡
欢,女儿给我写信说“
阿婆走了我也很伤心,
但我们要为阿婆高兴, 
她信主了, 去了那美
好的地方,再也不用受
痛苦了。妈妈,女儿的
肩膀虽然弱小，但可
以 让你依靠,我们有
神。”这封信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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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的安慰。      
    女儿大学毕业后到开始工作有两个月的空档期，很多人
都会利用这个时间好好出去玩玩放松放松，可她却自己联系
了到中国天津的一家专门收留残疾儿童的孤儿院去做了两个
月的义工，来回机票和吃住所需的费用都是她以前暑期实习
挣的钱。那两个月里，她陪那些孩子们玩，教他们学习，给
他们讲神的爱。每次都跟我们分享那些在世人眼里看来很不
正常的孩子的可爱事情。“因为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
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７b）”她还
认养了两个儿童，一直至今，不光是经济上的支助，更多的
是在灵命上的关怀和为他们祷告。
    女儿工作两年之后，因为成绩突出，公司奖励她半年的
带薪调研。她原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休整一下，因为他
们的工作真的很辛苦，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可她却一再
地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去了中国的一家刚刚成立不久、专门
服务于农民工孩子的非营利机构。她没从机构领一分钱的劳
务费，却为这个机构带去新的人事管理的理念并建立了完整
的管理系统。下班后，她还去做义工教孩子们英语和生活技
能，同时参加她们母会在北京的分会的教会事工，在北大清
华的学子中传福音。那年的复活节，就有几十个人受洗归入
主的名下。听到电话那头女儿兴奋无比的声音，我们是何等
的感恩，（申命记 6:6-7）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
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
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感谢神的教导和带领,让我们
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不仅能陪着她在年岁上成长，更多的
是灵命上与她一同成长。

出嫁和婚礼

    女儿长大成人，在同一个教会里有了她心仪的男孩，在
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前，她首先去征求教会的牧师和辅导的意
见。一年后，在征得我们同意后，女儿被求婚成功。虽然我
为女儿找到了她生命中的另一半而高兴，也明白神在创世记
（2：24）里说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
为一体”，可当妈的心情还是非常复杂，有种恍恍惚惚的感
觉。尽管女儿上大学时,我就有了这种空巢的失落感,可她仍
然是我的女儿。每次回家她仍会豪不客气地跟她爸抢床睡，
和我躺在一张床上，让我像小时候一样捋着她的头发天南海
北地聊。可结婚后她必须陪她的丈夫。以前每个假期她都回
来陪我们过,可结婚后她得分一半去陪她的公婆；以前她回家
我可以尽情做她爱吃的,可结婚后得考虑女婿爱吃啥。我真是
喜忧参半, 甜苦难分。 
    从婚礼的筹备开始,每一步都有神美好的安排, 太多太多
神的恩典的同在。Green Acres Baptist Church 特意排开
其它的活动，空出这天来为我女儿婚礼所用，并提供会员的
优惠，因为我们一家都是在这个教会受洗的。最让人头痛的
是找婚宴的场地了，因为人数多，预订的时间又不够充分，
直到婚礼前两个月还没定下来，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又去
了那家已被我们否定了的“假日酒店”。神是信实听祷告的
神，那天他们的业务主管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办法，说“其
实可以把这三个厅一起租给你们的”，那一刻我能说的只
有“哈里路亚！赞美神！”。我们的难题就这样解决了，我
们不仅可以有主厅，还可以有女方亲友厅和孩童厅。整个婚
礼都是教会弟兄姐妹在帮忙，一新姐带一帮姐妹订鲜花和制
作所有的插花和佩花；学红和文春各带一帮弟兄姐妹，在婚
礼当天一大早就去布置婚宴场所和婚宴桌，江洪姐妹一大早

就起来做她的拿手牛肉包，绍琴姐妹也做了她的拿手炒饭
并送到我家里招待住我家里的客人，柄乾和万益弟兄带着
大家从开始的引导客人到最后的收拾场地，忙得不亦乐
乎，张瑰姐妹带人照看孩童，还有太多太多的帮助我无法
一一述说。在主里，我们真的都是一家人。
    婚礼当天,亲朋好友从四面八方赶来, 欢笑声,祝福声
不断。下午三点, 在悠扬的婚礼进行曲中,爸爸搀着女儿的
手缓缓地步入礼堂,那一刻，空气似乎凝固了,看着爸爸把
女儿的手交到她心爱的人手里,他们在神面前立誓“无论
富裕或贫穷,无论健康或疾病,彼此相爱不离不弃,直到永
远。”多少人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作为妈妈的我更是激动
不已…… 
    如今女儿结婚已半年有余,每次看到小俩口恩恩爱爱
的，我心里就暖暖的,太多的感恩。神啊，感谢您,在我的
生命中赐给我这么美好的礼物—我的女儿！感谢您为她预
备了她生命中的另一半,可以代替我照顾她,陪伴她！感谢
您为他们完成了一个完美的婚礼！感谢您把您的教导放在
他们心里成为他们永远的座右铭：“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
神,也要彼此相爱!”

(作者来自江苏，现在佐治亚大学工作。)

[作者与丈夫在女儿婚礼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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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潘宁

    这是我第四次写与房子有关的见证了。我们2005年6
月初来到雅典城，一个熟人都没有，到这里三天之后就买
了房，可谓神速，的确是有神相助，我当时写了一篇很长
的买房见证。2012年春天，因为当时房价很低，我心里有
强烈的感动要买一个房子来出租赚钱。经过一段时间的祷
告，神很明确地不要我买，我才放弃了这个买房投资的念
头，当时也写了一篇见证。2012年6月，我发现我怀上了
四宝同行，这在人看来是意外，在神却不是，那时才明白
神为什么阻挡我买投资房了。很庆幸我没有按着自己的血
气行事，虽然不明白，仍然顺从了神的声音。怀了四宝之
后，也需要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一方面人口增多需要更
大的空间，另一方面我也想有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可以用来
聚会。我把我们的需要跟神讲了，这一次神没有不许我们
买，但祂不让我们按照正常的买房程序买，不要我们上网
看房子信息，也不要我们到处去看房，只要我们等候，完
全仰赖祂。我们等了两个月，2012年11月，神给话说要我
们去买，我们就买了。我们第二次与我们的买房经纪人见
面就签了买房的合同，也是神速，当时又写了一篇见证来
记载这神奇的买房经历。现在，神选择的这个房子不仅我
们一家六口住得很愉快，也是奉主名聚会的地方。我家每
周三晚上都有祷告会, 来参加的不光是我们教会的人，也
有外教会的人。2015年4月，我们卖掉了第一个房子。这次
卖房我不是太想写见证，因为觉得这次卖房很简单，不像
前几次有很多戏剧性事件, 情节性不够强。但是因着我跟
神的一个承诺，我还是要来写这篇见证。
    我们在2013年初搬到第二个房子里之后，就把第一个
房子出租了，今年2月底合同到期。房客住了两年，不仅把
一个整洁的房子变成了一个又脏又旧的房子，而且也没付
最后一个月的房租。陈亮很伤心，不愿再出租，一心要把
这个房子卖掉。要卖房，何其难？现在房价虽然比两年前
涨了一些，但比起我们当时买的价，卖房绝对是亏钱，而
且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卖掉。现在市场上很多房子搁置很久
也卖不掉, 我家对面的房子从去年11月开始卖，到现在还
没有卖掉。房客搬走后，我们每个月就要付两个房贷了，
陈亮暑假两个月没有工资。如果长时间卖不出去，我们连
生活费都要告急了。面对这一切的难处，我心里却没有任
何的焦急，非常的平静，我想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只能是
来自神的。我相信我们现在一切的处境神都知道。祂知道
我们的经济状况，祂知道我们的这个房子需要尽快卖出
去。祂知道我们现在的房子是开放出来服事祂的，难道祂
不会顾念我们的需要吗？我非常坚定地相信神在这事上肯

定会帮助我们。
    2015年3月9号那天是UGA的春假，陈亮和我带着同行
去老房子那边修剪灌木。路上我们谈起这个房子，就一起
大声地开口祷告赞美神。我们为着神当初带领我们买这个
房子赞美祂，为着我们在这个房子住了七年赞美祂，也为
着现在要卖这个房子来赞美祂。我们感谢神藉着这个房子
祝福了我们，也求神继续祝福这个房子以及以后要住在这
房子里的人。我突然想起买第二个房子前，我曾跟神祷告
说请你让这次买房的经历成为一个神迹的见证，神果然应
允。我就大声祷告说：“神啊！你既然可以让那次买房成
为一个神迹，你也可以让这次卖房成为一个神迹，我且要
做见证！尽管现在房子很难卖，但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我在今年的见证集上就要来写这个卖房的见证！”

    四月初，我突然想起我们从第一个房子搬出去两个月
它就租出去了，我就又向神祷告：“神啊！你既然让这个
房子两个月内就可以租出去，也请你让这个房子两个月就
可以卖出去！”我这样祷告，也真的这样相信。我相信如
果神要让这个房子两个月内就卖出去，它就会在两个月内
卖出去。我这样祷告后，才过了两天，经纪人就打来电话
要我们降低房价，因为同一条街上的一个同样结构的房子
以一个比我们低的价格卖出去了。这是一个叫人沮丧的消
息，本来我们定的价格就比我们买的时候低了，现在还要
降低。我的心里仍然异常的平静，我想，既然现在市场情
况是这样，那就要降低。那还能怎样呢？虽然在卖房这件
事上看起来是亏了钱，但是神在好多的方面又都为我们节
约了钱。再说，是亏还是赚，岂是人可以算计的呢？吃不
吃亏，岂可以按照我们人的头脑来理解呢？我始终相信：
我们这些信靠主又服事主的人，神是不会让我们吃亏的。
我们就告诉经纪人，同意按照她的意见降低价格。时间一
天天的过去，房子没有任何动静，但是我仍然相信神可以
让它两个月内卖出去。房客是二月底搬走的，我相信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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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在四月底卖出去。四月底一天天地临近了，仍没有任何消息，我仍然没有怀疑，只是跟神说“难道你硬是要等到四月的最
后一天才把它卖出去吗？”四月的最后一天也过了，房子还没有卖出去。我虽然有点小小的惊讶，但一点也没有抱怨，我就
继续祷告，继续相信神会让它尽快地卖出去。
    2015年5月7号那天正好是大女儿同心的生日，我们接到了一个offer。我们第二天反过去counter offer， 卖方当天就
签了合同，定在6月2号closing。过了几天，卖方又决定提前closing，因为他们是外地来的，住在旅馆里面，想要尽快搬进
去，最终我们是在5月14号就closing了。我后来才意识到，房客二月底搬出去后，我们并没有马上把房子放上市，而又花了
几个星期整修粉刷。上网一查，房子是3月23号才上市的，5月14号卖掉，真的不到两个月。神是多么的信实！祂又一次回应
了我的祷告。
    我写这篇见证是为了履行我对神的承诺，但写这篇见证的主要目的不是想说神很快帮助我们卖掉了房子。我最想做的见
证是我自己生命上的改变。通过这次卖房的经历，我看到了自己不再是以前那个遇事容易焦虑沮丧抱怨，患得患失的我了。
信主这些年，通过自己对内在生命的追求，神改变了我对人对事的看法，神也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完全的交托、不疑惑的
信心、不能震动的国做在了我的身上。写见证好像写了这么多，其实在整个卖房的过程中，我并没有成天想这件事情，若想
起来就祷告，祷告完交托了就完全忘记了，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心里始终有平安。其实房子卖不卖出去不是最重要的, 
即使现在房子还未卖出去，也不能动摇我对神的信心。我仍然会相信祂会看顾我们，我相信祂在掌控一切，相信祂的应许，
即使房子一时卖不出去，我相信祂也有办法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我的心里仍然会有平安。我想这才是神最终想要在我们身
上所成就的。

（作者来自湖北，现居佐治亚州Watkinsville市。）

    在来美国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居然会和基督信仰发生联系。从小父母老师就把我教育成一个坚定的
无神论者，每次旅游经过什么庙啊、观啊之类的，我都会绕开。偶尔看到教堂也只会发出类似“嗯，修得挺漂亮”之
类的感叹。那时的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那么一天，基督信仰会进入我的生命和生活。
    我以学生身份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的host family热情地接待照顾了我。我被他们的行为感动的时候，就在心里
疑惑：他们怎么能这么无私地爱我这样一个陌生人呢？一方面出于好奇，一方面盛情难却，我开始每周日跟他们去教
堂，慢慢觉得有信仰真好。可是无论我怎么去努力，也只能做到理解和尊重，后来我慢慢地甚至可以让自己按照圣经
所说的一些原则去做事，但我依然无法相信世界上真的有一个全能的神，有一个爱我的超自然的神的存在。后来，我
开始去雅典城华人基督教会学生组团契，得到了冠男、俊婕和很多小伙伴以及辅导老师们的关怀和帮助。通过学习圣
经和团契活动，我也更加认识神。但我依然没有意识到，神的恩典已经藉着我周围的环境降临到我身上。
    直到今年三月，我和教会团契的朋友们一起去观看盛晓玫演唱会。盛晓玫是位福音歌手，她的演唱会上既有美好
的音乐，也有她全家人在上帝恩典中所经历的感人的见证。当听到她在唱那句“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祂必看顾
你”的时候，我突然心里特别感动，眼泪忍不住就流下来，于是我流着泪举起手，做了决志祷告。
    有时回忆起那天的情景，我都很难想象，也很难相信自己竟然会在演唱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坚决地举起
手，坚决地表示自己要信主。因为我不是一个冲动感性的人，但神的灵就是在那一刻，藉着歌声，藉着见证感动了
我。现在想想，从我来到美国，遇到我的host family开始，到后来去雅典城华人基督教会，一直是神在做工，是神让
他的儿女在我心里播种、耕耘，直到盛晓玫演唱会这一天，这颗种子发芽了。神的爱如春雨，润物细无声，但却不停
地滋养着我的心灵。被拣选以后，我的内心变得更加平安，更加会爱别人也爱自己。信主之后我才明白，我自由散漫
离开神太多年了，以前完全不知道神在我还不认识祂的时候就先爱了我，并且祂的爱源源不绝，继续持续地滋养着我
的心灵，提供我前行的能量。
    沐浴在主的爱中，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难准确深刻地表达出我对这种爱的回应和我自己在爱中的心情。在这爱
中，我有发自内心的喜悦，有超乎言语所能表达的感恩，所以我告诉我周围的人，感谢神拣选我成为祂的儿女，感谢
神洗净了我的罪！我爱神也爱你们，阿们！

（作者来自山东，现在亚特兰大从事会计工作。）

文 /马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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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佶岩

    时光飞逝，一转眼在雅典城已经住了十来年了。佐治
亚州春天的花、夏天的绿、秋天的色彩斑斓, 也从最初的
惊叹，到现在的习以为常, 早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
学会了欣赏南方的饮食, 炸鸡、BBQ, 还有亚特兰大的韩
国菜, 这一切都让我难忘。但最让我难忘的是这些年来、
无论是在个人、 家庭生活, 还是教会生活中, 我都亲眼
看到了神的大能，亲身经历了神的恩典。

工作篇

    我之所以来到雅典城，是因为我太太书逸在佐治亚大
学找到教职。来到这里也意味着我要放弃加州很好的工
作，重新找工作, 当时心中真有点不舍。但是以前由于学
业、工作、还有办绿卡的缘故，我和太太总是聚少离多。
为了夫妻团聚，书逸也放弃了她在台湾很好的工作，我当
时就说，只要她找到合适的教职，我就愿意离开加州。夫
妻总是要在一起啊，圣经上不也是说丈夫的爱是舍己的爱
吗？话虽这么说，可心中还是有些不安，因为当时(2003
年)经济不好，高科技工作真是不好找。我之前在英特尔
（Intel Corp)上班，做的是模拟计算机芯片的工作。全
球85%以上的计算机芯片是我们公司包的，其余的也是在

加州做的。真不知道我来雅典能干啥？几个月下来，没有
任何的电话或是面试的机会。走投无路，唯有好好祷告，
求神开路。
    几个月后，我突然接到我以前的经理从加州寄来的邮
件，说她真的很需要人手，但是公司却不让招正式的员
工，总算争取到一个合同工的机会，问我愿不愿意干。之
前做正式员工的时候不能长期在家里上班，现在做合同工
还可以在家里上班。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常常想我这个经
理真是神派来的天使，之前就帮过我好多忙。神也是很怜
悯我，知道我的担忧和软弱。
    有了工作，心里自然就安定很多，又过了大半年，我
在网上看到一个工作机会，看起来很合适，就申请了。去
面试时才知道是一家在亚特兰大土生土长的全国知名的网
络安全公司。面试我的两个年轻人也是很有名的网络安全
专家。面试的时候，他们给我几个小程式，让我找程式中
的漏洞。我当然是找不到，因为我从来都是写程式，没有
找过程式的漏洞。他们安慰我说，因为没做过，是不容
易，有些大的程式他们几个月半年才能找到一个漏洞。这
份工作我们彼此都觉得不太合适。过了两个礼拜，这家公
司另外一个组打电话给我，原来我的简历被转到他们那
里，他们是用程式来模拟计算机芯片，而我正是模拟计算

[作者与妻子儿子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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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芯片的老手，面试也只谈了30多分钟，彼此有种一拍即
合、相见恨晚的感觉。于是我很快就开始上班了。这份工
作不但使用了我的专长，还使我进入了新兴的网络安全行
业，前途更加光明。哈利路亚赞美主！神给的是最好的。
    刚上班又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每天要开车去亚特
兰大上班，来回要开三个钟头，身心疲累。暑假时书逸回
了台湾，我就住到书逸在亚特兰大的姨丈朱牧师的家里。
我发现自己不开长途，工作效率就大增，我很快在项目上
有了一个重大的突破，达到业界领先的水平。暑假结束之
后，经理主动跟我说，每周我可以两天在家上班。感谢
主！不用这么累。后来公司又被IBM买了下来，我在家里
上班时间也就更多了，也更有时间，在工作、家庭和教会
生活中找到了平衡。
    回顾工作生涯，我心中充满了感恩。为了家庭，我
放弃了加州英特尔那么好的工作，神就给了IBM更好的工
作，还进入了新兴的网络安全行业。以前英特尔的同事都
说我选对了，这都是神的恩典。我在亚特兰大的同事们，
上班单程半小时四十五分钟是很平常的。我家离公司远，
反而可以让我在家上班。正如圣经上所言，“万事都互相
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28）”之前公司
有几轮的裁员，神也都保守了我。神也是听祷告的，给我
的总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神在我周围安排了很多天使，
我也开始尽可能多的给予周围的人以鼓励与支持，把神的
爱传播出去。

教会篇

    我自己是在美国读书时接触到福音，然后在校园团契
决志信主。但工作之后就离开了校园，和学生学者的接触
也很少。来雅典城时教会当时规模之小让我们很吃惊。我
们当时自我介绍时，喜欢说我们在美国住过几个城市：先
是在德州的休斯顿念书，然后在加州的首府沙加缅度工
作，后来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短暂的一年，然后到了雅典
城，住的城市是越来越小，教会也是越来越小，不过后面
半句没有好意思说。刚来教会的时候，一方面是在大教会
习惯了，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工作都太忙，所以参与的事奉
比较少。主日时不时还喜欢去美国的大教会体验回味一下
热血沸腾的感觉。如果用比喻的话，我们教会当时是有点
像清粥小菜，时不时还想换一换去吃一下属灵大餐。只是
礼拜天热血沸腾之后，平时还是老样子。时间久了就更加
体会到其实教会不光只是礼拜天，还有平时的读经、灵
修、祷告、传福音，还有平时跟大家的团契。时间长了也
开始参与到教会的事奉，跟弟兄姐妹们同工，相互之间有
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才感觉到大家那么可爱、那么爱
主、那么尽力为主做工。
    打一个比方，我常常到我家附近的YMCA游泳。我平时
早晨在泳道中游泳的时候，常看到边上深水池里，有一些
中老年人在上水中有氧运动(Water Aerobics)的课程。教
练是在岸上指挥，手舞足蹈的。我远远看去，那群中老年

人在水中也没怎么动，有时还听见他们在叽里呱啦地讲
话。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们是来社交，不是来锻炼的。
后来靠近他们仔细观察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那个深水池
有十呎深，脚踩不到池底。这群人水上面好像没怎么动，
水下面都在用力踩水，用力运动，那把年纪，真不容易。
他们讲话也常常是在互相鼓励。我想到教会也是如此，要
运作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但如果你不积极投入, 只是
礼拜天来一下, 你还真以为大家没干什么事。在教会中大
家为主做事，也不喜欢张扬，所以很多时候看不到谁做什
么。鼓励大家都跳进深水池中，相互鼓励，为主做工，在
事奉中成长,一起来荣耀神。
    我很喜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19-23）里讲的，为
福音的缘故，向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为要多得人。在教会
里，大家都是华人，但还是有不同背景，不同经历，不同
性格，还是需要互相包容、互相配搭。我来雅典城之前离
开校园很久了，对学校很多事情早就不感兴趣。刚来的时
候，和大家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在这里呆久了，才重新
培养出对校园的兴趣，现在聊着佐治亚大学大事小事，也
是如数家珍。神在改变我，为了福音的缘故，让我能够融
入教会这个大家庭，也能够和福音朋友打交道。记得刚刚
开始事奉的时候，我和书逸还有舒涛一起，为学生学者开
了一个网球班，请了个很不错的教练。我们自己打得一
般，但可以做助教陪新手打，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和学生
学者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打了几个礼拜之后，教练悄悄
地对我说，很不好意思，应该把我们几个会打的，单独抽
出来训练，我们总陪新手练，我们自己没法提高。我当时
就体会到，正是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提高，而是陪
新手练，我们才有这么好的团契。套用保罗的话，为了福
音的缘故，向网球新手，我就作网球新手。
    当我把出发点摆正之后，参加教会活动和事奉的热情
就更高了。尤其是过去六年，承蒙大家的信任，担任教会
的执事，更加经历神的大能和慈爱。无论是建堂、聘牧、
各项事工的发展、教会的增长，还是灵命的长进，都有神
的恩典，不断有人信主受洗。我也更加明白神在雅典城这
个教会美好的旨意。更让我和书逸感动的是大家对神的热
情和委身，每当教会有需要时，大家都能挺身而出，同工
之间也有很好的信任和配搭，为神作美好的见证。
    神给我们的家庭也是恩典满满。儿子晓悦在教会里茁
壮成长，书逸在教会中长期担任领诗和学生组的辅导，有
美好的事奉，神为书逸在奥兰多预备了很好的新教职，超
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的经理也同意我在奥兰多家里上
班。所以，我们很快就会离开雅典城，心中有很多的不
舍。不舍的不光是佐治亚州春天的花，夏天的绿，秋天的
色彩斑斓，更是教会这个属灵的家、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爱
和同工。也欢迎大家常常到奥兰多来玩。愿神继续保守我
们教会，也继续保守弟兄姐妹的热心，在雅典城为主做盐
做光！

（作者来自广东，现在从事网络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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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朱宏昇

    我和我太太在雅典城华人基督教会受洗已经一年多
了，感谢主一直带领我、帮助我，给我很多在诗歌敬拜上
事奉的机会，让我在事奉的过程中更能亲近祂。耶稣的名
是万名之上的名，神的话语常常感动我，我愿意把这些感
动摘录下来，为我们的神做美好的见证。
    记得有一次听了诗班献唱的赞美诗《古旧十架》，虽
然当时是第一次听这首歌，不能完全了解每句歌词的准确
意思，但之后我的耳边就时常回响着《古旧十架》副歌的
旋律“故我爱高举主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
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换公义冠冕。”旋律好，歌词
更好,中文翻译更是恰到好处。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竟
然忘记了疲劳，搜遍了YouTube，把所有版本的《古旧十
架》找来，听了一遍又一遍。当天晚上，我激动得持久不
能入睡，感觉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肯定是受到了圣灵的感
动，而我又通过诗班弟兄姐妹的歌声获得感动。当时，一
个念头闪现出来，我何不参加唱诗班，歌颂主的荣耀，传
扬主的圣名。我以前有三四年在四声部合唱团的经历，也
许那时神已经在预备我现在参加唱诗班呢。于是，在接下
去那个主日我就报名参加了教会诗班。

       
    我第一次在诗班献唱是参与春节的合唱节目，那首《耶和华祝福满满》让我切实感受到了神与我们教会与我们每一个会
众同在。夏天姐妹的混声伴唱和美翠姐妹的精彩指挥，不仅感染了包括我在内的全体诗班成员，也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了整个
会堂的气氛。第一次参加诗班的事奉，我就满满地得着了主的祝福，感谢主的不离不弃，竟然拣选我这个罪人。
    参与诗班的事奉后，我身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十余年没有机会接触合唱的我，竟然一发而不可收地喜欢上了福音歌
曲和赞美诗，从教会活动中一旦发现喜欢的歌曲，就会从YouTube上下载来听、来学唱。我整个人也变得很喜乐，负责音乐
事工的美翠姐妹，又给我提供了更多参与诗歌敬拜的机会，在美翠姐妹的带领指导下，我很快就唱熟了四五十首古今中外的
赞美诗歌。
    回想过去的一年，我真切感到主丰盛的恩典。参加诗歌敬拜的事奉，不仅使我自己加倍得着，而且神的祝福也源源不断
地滋润我的家庭，我的妻子每天睡前要听赞美诗才能入睡，我的两个小孩也不知不觉迷上了赞美诗和圣经。
    主，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向你欢呼，向你举双手。感谢你藉赞美诗让我有更多机会向你倾诉。主啊，你是我们所
敬畏和事奉的，愿你与我同在。愿你感动我的心灵，使我更加懂得如何更好地事奉。愿我的口蒙您赐福，唱出我心中的赞
美。

（作者来自北京，现在雅典城从事房地产工作。）

[作者与妻子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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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冠男

寻求神

我的肺腑是你造的。我在母腹中, 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
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
的。（诗篇139：13-14）

    当我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妈妈，我是个男
孩。我出生的那一刻，当医生将一个女婴抱给我妈妈的时
候，她是那么的震惊，所以给我取名“冠男”。后来妈妈
曾告诉我，当她怀着我的时候，曾因工作太忙想要放弃
我，但最终因为强烈的母爱，决定把我生出来。因此，我
幼小的心灵在那时候就开始琢磨自己受造的目的了。如果
我的出生不是个偶然，那幕后的创造者是谁呢？是不是真
有一个神按照祂的旨意将我生下又看着我长大呢？

    无忧无虑的童年截止在七岁那一年。我孤身一人从安
徽的一个小镇来到拥有秀美西湖但人情冷漠的大城市杭
州，和我外婆一起生活。离开了父母的宠爱和儿时的玩
伴，听着永远听不懂的方言，受着小伙伴们的欺负，我再
一次想到人生的目的。

    为什么自己会来到一个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世界？为什
么身边没有从前的温暖？我的性格也从以前的活泼开朗变
为敏感内向且早熟。我在想，如果美好的东西像彩虹一样
不能永远，又何必眷恋？冥冥中，我相信一定有一个东西
是永远活着的。因此我开始追寻神的存在。杭州是个有着
浓厚佛教土壤的城市，正巧妈妈也是搞宗教工作的，因此
烧香拜佛成为我少年时不可或缺的部分。不管是在杭州灵
隐寺，还是青海塔尔寺拜菩萨，我跪拜在佛像前，佛像定
睛看着我，我心里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觉得我拜的那

个佛原是虚空。除此以外，拜佛的动机也让我心里不平
安。我认为，如果真有神的话，那个真正的神，应该是和
我同在，并且有美好互动的关系的，而不是我有各种各样
的需要才去求祂。信仰不应该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要去
追求的，信仰应该是一种更纯粹的东西，是自己的心缺少
的，需要被填补的那一块。当然那个时候只听说过圣诞节
和耶稣基督这两个名词，对基督信仰一无所知。

遇见神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

    高考的压力很快把信仰的困惑挤掉了。我开始相信人
生最重要的就是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只能通过自
己努力来实现。我变得更孤僻更勤奋，在杭城冬日的寒
夜，下了晚自习看到路边高耸的塔楼，心里幻想着自己就
是那个塔尖。

    进入大学后，生活又很快被学业、社团、托福考试充
满。因为父亲家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基本在美国定居或求
学，申请出国留学也成了我的不二选择。在充满争竞的校
园里，我认识了身边第一个基督徒。她是我非常亲密的姐
妹，有着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特质。当所有人为了GPA
和入党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她也毫不所动。她的家境不
怎么好，但总是随时准备帮助别人，她无私而灿烂的笑容
也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她向我传了福音，但我却不为所
动。

    后来我顺利地拿到本专业前20名学校的硕士全额奖学
金来到了美国。虽然是教会的人从机场将我接回公寓的，
但我对教会依然没好感。一个原因是我很不喜欢的一个
愤青也去了教会，并火热地投入美国教会的服事中。还有
一个原因是美国教徒每天拿着绿色的小册子锲而不舍地敲
我家门，想进来传教，我很快地联想到了国内的传销。我
们学校华人教会也积极向我们传福音，提供免费的晚餐，
免费带我们外出购物，但我却从未跨进教会的大门。三年
后，当我开着自己的车，一趟两趟地带人来教会或是购
物，不由得从心里赞美神在我身上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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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祂的判断何其难测！祂的踪
迹何其难寻！（罗马书11：33)

    2012年夏季，在外求学一直顺风顺水的我也经历到人
生中的一次大的波浪。先是几千美元被人骗去; 后是申请
的一个很好的研究项目被拒；再是毕业论文即将定稿之
前，导师告诉我，出数据的程序有错误, 数据需要重做；
再加上由于我暴烈的脾气，与室友吵架后夺门而出，在朋
友家客厅的沙发上熬过了小城最炎热的四个月；还有找
实习投简历没有任何回应。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几乎让我
崩溃，有一段时间靠酒精来麻痹自己。在无数个不眠之夜
里，我重新开始反省那个真实存在的神造我的目的，甚至
也想到结束自己生命的可能性。我也逐渐意识到，刚强如
我独立如我，仍然没有办法拯救自己。更重要的是，我开
始反思自己的性格，那个白天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我，在内
心里面却有一些平时看不到的罪：私欲，脾气以及对自己
生活的缺乏管理。头一次，我在学院里的洗手间里流着泪
祷告，恳求那位真神来帮助我。也是头一次，我感觉到神
在和我说话：你要坚持，要坚持，要坚持……

    之后，我第一次跨进了教会的大门。我带着我的问
题，向那些带着温暖阳光笑容的基督徒们请教。得到的回
复是：上帝确实会借着各种各样的事物对我们的心说话，
有时是祷告，有时是圣经，有时是梦。在教会慕道一段时
间后，有一天，当“因我与你同行”和“这一生最美的祝
福”的歌声响起,没有决志祷告，也没用祝福的拥抱，我
在心里选择接受了主耶稣。

经历神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变成
新的了。（哥林多后书 5：17）

    信主以后，神也很快照着祂的恩典，给我预备了一个
实习的岗位。在实习的过程中渐渐发现，这样的工作不是
我想要的，而我真正的兴趣还是在科研上。由于那时候重
新递交申请太晚，我毫不犹豫地买了回国的机票。

    虽然那时对神的认识很少，也完全没有团契生活，只
是偶尔读读圣经，但我还是明确感觉到神的带领。当国内
的工作机会与美国博士录取通知书同时来的时候，我选择
了后者；因为，我想多认识神。

    当时我虽然信了主，但对于信仰上最基本的东西，包
括救恩，包括罪，信心，耶稣基督，还是一知半解。 我
曾经认为，我适合作一个基督徒；而在教会小组查经中，

我从头认真学习，明白福音真的是一份免费的礼物，不是
我们去决定自己的信仰，而是神亲自拣选我们，因为“若
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约翰
福音6：44）”我也慢慢意识到，自己不再是那个差点没
能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孩，一个身份缺失被人遗弃的女孩，
而是神宝贵的选民和女儿；即使我心刚硬，不认识神的时
候，神已经先爱了我，并差遣自己的爱子来世上为我的
罪舍命。我们自己设定的目标会变动，会朽坏，而祂 造
我们的目的永远不会动摇。基督徒一生的功课就是明白自
己的使命，活出基督的生命。我发现，大多数人追求的东
西，如成绩、金钱、舒适的生活条件，都是地上的财宝，
而圣经提醒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
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
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
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马太福音
6：20-21）”对于学业，我不再将它看为超过神之上的偶
像，不会因为它占用灵修的时间；但我完全明白，学业和
科研是神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工,祂要我们通过做好地上
的工，来服事祂。我更学到，真正的神不需要我们像拜菩
萨那样有事才去求祂，我们可以随时通过祷告和祂交流，
开心或不开心的事都能与祂倾诉，不论快乐和苦痛，祂一
直与我们同在。更需要感谢神的，是祂在雅典城给我预备
了一个被基督徒充满的温暖的环境，在神的看护和弟兄姐
妹的鼓励下，我在2013年感恩节的时候受洗，愿意将一生
献给神。

    信主以后每天通过祷告来经历神，通过服事来感受神
带来的喜乐。有时，神也会加一些试炼让我们在逆境中感
受祂。2015年的春季，在我跟着原来的导师做了一年半的
研究之后，我感觉到神明确指引我换导师。作为博士生，
换导师换方向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经过一番挣扎，我
还是与导师进行了沟通，并且取得了他的同意。但新的导
师还没找好，时间慢慢地过去，我开始跪在床头流泪祷
告：神啊您这么爱我，为何会让我经受这样的挫败？经过
祷告，我决定放下自己的骄傲，将自己的软弱说出来。

    我先是找了一个要好的姐妹，简单分享了现状，让她
帮我祷告。因为她在学校办公室没有纸质圣经，她就闭眼
默念需要祷告的事项，同时打开手机版圣经，让圣灵指引
她的手指选择经文。十分钟后她发微信给我，说祷告蒙神
垂听并回应了！她分享了神启示的几句经文。让我惊奇的
是，她不知道我换导师的原因，但是经文里清清楚楚地描
述了原因。她同时分享了自己祷告的时候神加给她的强烈
感动，并通过神启示的经文安慰我，神会预备对我最好
的。

    接下来，我将换导师的事带到了祷告会和大家分享。
好几位弟兄姐妹流泪为我迫切地祷告。受到圣灵的感动，
一句经文跳出我的脑海，我哭喊道：“我信！但我信不
足，求主帮助！（马可福音9：24）”神所赐下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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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驱走我心里的恐惧和忧虑。就在那个星期，神将教会中一个属灵长
者安排作我的导师。对于我，最感恩的不是找到了新的导师，而是在困
苦逆境中感到神的大能和同在。

    换了导师换了实验室后，需要学习很多新的知识和技能，刚开始时
在实验操作上有点吃力，我也一度对自己很失望。两个彼此互不相识的
姐妹将同一句经文发给我：“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4：12-13）”神话语中满满
的能力和圣徒之间的彼此相通极大地安慰了我，也更有信心逐步适应新
环境。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篇16：11)

    随着更多地认识和经历神，我的内心也发生了很多变化。由于儿时不愉快的经历所造成的不安全感，使我养成了取悦人
的习惯。当我认识到自己是神宝贵的女儿，不管怎样的情形，祂都与我同在，这种不安全感逐渐消失。我认识到我要努力取
悦神，作为对祂的爱的回应。我渐渐地学会用基督的爱去爱那些我曾经不喜欢的人以及伤害我的人，包括我的一些家人，因
为我深知道是神先爱了我。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相爱，彼此分享彼此担当。

    回想起过去从不信主到寻求神、遇见神，再到慢慢经历神，在主内渐渐成长，我确定自己已经得到了曾经追求很久，渴
慕得到的永恒不会朽坏的东西。神亲自地成为我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也非常愿意将这份免费的礼物分享给正在读这篇见证
的你。盼望有一天你也能和我一样，幸福地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作者来自浙江，现在在佐治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Everyone gets jealous once in a while, jealousy destroys. When God made the world, He made it perfect. However, one 
of God’s angels became jealous of God. That turned the angel into devil and led the fall of man. As a result, sin and death 
and all other evil things came into the world. It was recorded in the Bible (Genesis 37) that Joseph’s father Jacob loved 
Joseph more than any of his brothers because Joseph had been born to him in his old age.  Joseph’s brothers were jealous 
of him because of that.  Their jealousy turned into hatred so that they sold him into slavery. Joseph would have ended up 
miserably if God had not saved him. 
     When I was little, I was jealous of one of my best friends because they had exactly all that I have ever wanted! They had 
an enormous house, a dog, a swimming pool, and they even had a hot tub to top it all off! But my parents told me to be 
thankful for what we already had so I started making a list of what my 
family had that they didn’t. It turned out that there were actually a lot! 
My parents always say that it is not what God wants to happen if He 
didn’t make it happen. This is very true.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I’ve learned not to be jealous of my friends 
who own things that I don’t. I have also learned that God’s plan for my 
life is always the best, even if it doesn’t involve my getting a dog. God 
gives us a free will to choose what we want to do. God isn’t going to 
force you to do what’s right, but are you going to choose to be jealous? 
I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both you and I will remember to try not to be 
jealous!

(The author is a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in Bogart, GA.)
[Author’s Picture]

22

By Joy Li



    这首歌总是给我神奇的力量，让我重新振作。我知
道，这是神借着这歌赐予我力量和恩典。从此我活在感
恩中。
    感谢神的恩典，赐给我最好的――祂自己。为我们
的罪舍命，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感谢神的恩典，赐给我最好的教会。润物细无声的
影响力，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我自己。在自己还没察觉
时，草已绿了，花也开了，冬天已过，春天来了。
    感谢神的恩典，赐给我最好的丈夫。他的宽厚的肩
膀，勤劳的双手，温暖的眼神，是我的依靠，我前进的
力量。
    感谢神的恩典，赐给我最好的儿子。他们的笑容和
成长，是我前进的力量。因为他们，我必须乐观坚强，
必须和他们一起成长，做他们的榜样。
    感谢神的恩典，赐给我一切的美好。灿烂的阳光，
清新的空气，嫩绿的草地，缤纷的花朵，平和的心境，
追求幸福的渴望，获得幸福的恩典，持有幸福的能力。
    读到我这篇文章的人，请暂停你奔忙的脚步，想一
想，你有多久没有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和你的好朋友
说说话，想一想你最初的梦想，想一想你找到你要的快
乐了吗？你过着你想要的生活吗？你想认识一下我笔下
的最好的神和最好的教会吗？你想品尝一下师母用精美
茶具泡的智慧茶吗？你想诉说你的烦恼、重拾你的信心
吗？欢迎进入我们教会的大家庭。让神的恩典真真实实
地临到你。

        
    时光飞逝如电，一转眼就是夏天，又是给《生命
树》见证集写见证的时候了。写见证对我个人而言十分
重要，它像周日午后师母家的清香的茶，让我安静下
来，想一想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的世界曾是由无数的任务
和标准织成的一张巨大的网。我是一只小小的蜘蛛，时
时刻刻、永不停歇地爬着、织着，补破了的网，织新的
网。一阵风吹过，我的网掉了大半，我哭泣，挣扎着咬
牙去补、去织，直到又一阵大风吹过。 我的命运是缝
缝补补一辈子。为了生存，为了达到自己的标准，为了
想象中的好生活，我疲累但却不放弃。可有时候，握得
越紧，得到的越少；走得越快，离目标越远。
    直到信主后我才明白，人生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等
待也是一种能力。
    希腊神话故事中的西西弗斯，被惩罚推一块大石
头。每次他快要推到山顶的时候，这块石头就会从他的
手里滚滑，落到山底。西西弗斯的工作就是再推石头到
山顶。
    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在做着西西弗斯吗？我们在
逼着我们的家人做西西弗斯吗？ 再问一句，石头落到
山底又怎样？我们为什么要一辈子做这徒劳无益的事?
    那么，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呢？什么才是真正
的幸福呢？是内心的平安喜乐。每个人都要经历许多的
苦难，这苦难中的平安喜乐，只有神才能给。
    人到中年，家庭、事业、小孩、老人，简直是直接
把蜡烛丢到火里烧。多少次，我软弱疲惫，我失去力
量，让我重新奋起的是一首名为《祷告》的歌：

文
/
赵
力
力

祷告因为我渺小
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
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
祷告已假装不了
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
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
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
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
痛苦从眼中流下
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
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
你恩典够我用

    我深信，神的能力，神的安排，神的恩典够我用，神
的恩典也够你用。

（作者来自北京，现在佐治亚大学从事计算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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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马俊明

    我终于戒烟了，而且是干净利落，得胜有余，那事发生
在2005年。
    我的烟龄要从我高三那年（1969）算起，算一下有36个
年头。要突破这个嗜好还真不容易，正如保罗所说的：我心
好苦哦！其实我早就想戒烟，也不知道戒过了多少次，已经
到了没有信用的地步，名誉扫地NG、N次，真可谓：立志戒
烟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
    在高中时代，抽烟属于玩票性质。大伙儿周末去打篮球
后开聊时，有样学样。大部分是抽伸手牌的烟，但还没有上
隐，因为没有抽烟执照，还不敢明目张胆，都是偷偷摸摸地
进行。
    到了大一，在成功岭寒训时，有八周的军事训练。入伍
后，因军人有配给香烟，“国光牌”的，可以抽，但不能随
意，上课、出操、值勤时是不能抽的，在休息和自由时间则
没人过问。你可知道，在那段时间里抽烟的好处有多少吗？
首先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这当不在话下。当你上厕所
时，那才是功德一件，那一排排尿道地道，满是尿酸味和粪
臭味，来根烟还真能净化空气，其实臭味依旧还在，只是被
尼古丁的香气给遮住了、冲淡了。
    大学时代以及以后都是出门在外，在生活上可说是自给
自足的独立者，随身带着烟，因着交际应酬，养成了和烟酒
不分离的习惯。回到家里也大大方方地抽起烟来。其实，我
从小就见父辈人手一根烟，一有空就要吞云吐雾，早已习以
为常。还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和我祖父下象棋，他老人家功
力和定力更是令我钦佩，可套用俗话“老烟枪”来形容。从
他点上烟开始放在嘴唇上抽，一直到整支烟烧成灰燃烧到烟
屁股，整支的灰都不掉下，我看到急忙递上烟灰缸，长长的
烟灰才掉下来。怎么样？够有定力吧？我没有学到这一招
式。当烟烧到烟屁股的时候，不知嘴唇的温度有多高，居然
无动于衷，高哇！
    翻开旧相薄，回忆往日的轻率还真吓了一跳。我居然在
结婚喜宴上坐在新郎官的位置上吞云吐雾、谈笑风生。那
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那是我的婚礼，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老
婆是什么感觉，可能见怪不怪吧。那个时期应该是所谓的 
“老烟枪”时期，嗜好已养成，难改啊!
    后来整个社会开始推行禁二手烟运动，当时被要求带头
戒烟，尤其是在工厂和大公司。因此，从各级主管起，要定
期宣传并检查是否有违规的人员。入厂不得带火种、打火
机，入厂后吸烟要在规定的场所并设有自动点火器，是固定
式的，不能用流动式的。这种规定对当时老烟枪的我实在是

个挑战，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在私人公司总有顾忌
的事，当大老板来做经营简报时，在董座的位置上香烟和烟
灰缸照例是要摆设的，其他的副董上宾也不能例外。这种礼
数没有人敢把规定拿出来贴在禁烟区。除非你不怕被挨骂，
因为他是老板。
    后来二手烟愈禁愈严苛，例如在飞机上，尤其是国际航
线，一飞就是12个小时以上，苦啊，一下飞机，就像跑厕所
一样先去寻找可以吸烟的场所去解决一下。而工厂里，设有
专区供吸烟，但有开放时段，不是随时可用，超过时间门禁
还有管制的。有时烟瘾来了，只好回到自己的私有办公室去
解决，实在不便，也起过戒烟的念头。但戒烟革命奋斗十余
次，没有一次成功的。什么市面上的没有尼古丁的烟或说嚼
口香糖有效，一切都是骗人的。后来想到不要带烟到工厂
里，没有烟的话，总可以戒了吧。但还是不行，自己没带
烟，当烟瘾上来的时候，就四处寻找烟屁股，有短短的一支
吸上一口也觉得过瘾。万一还不满足，只好去问别人要伸手
牌的烟。唉，什么颜面扫地的事都干，还是公司的干部，丢
脸哦!
    后来老婆用加入拒抽二手烟运动，吊销了我的抽烟执
照。进了家门严禁抽烟。这下惨了，回家前还要先嚼口香糖
消除口腔异味。有时候偷着带几根烟，在周末回家时间较
长，苦啊，被发现时就搜身，把藏起来的几根烟掏出来泡水
毁掉。实在难熬的时候，只好借故出门到停车场，解决后再
进屋。这种心态就像现在住在台北的大哥的心态。大哥还在
抽烟，去年我到他家的时候，每天听大嫂唠叨大哥，使我感
叹万千，因为我知道烟瘾来的时候，实在不好受。
    现在你们会问我戒了那么多次，到底是如何戒掉的？回
想我的戒烟过程，真是奇妙。
    在最有可能让我戒掉烟瘾的一次是在我39岁的时候。我
因公伤住院，在烫伤病房住了45天之久，住在隔离病房里，
那是与烟断绝最彻底的地方，因为环境使然，也就相安无
事。因为你想也没有用的，抽烟的念头归念头，禁烟的规定
就是规定。康复后出院，还有一段时间的复健治疗，真是最
佳戒烟的机会。而且口腔也没有尼古丁的味道，最重要的是
欲望没有了。那时我庆幸自己因祸得福，把烟戒了。但回去
上班之后，渐渐地又恢复抽烟，从饭后一根烟到最多两根，
开始心想，应该不会上瘾吧。两三个礼拜过后，开始感到不
过瘾。在休息时也偶尔来一根，在那时大约一周抽一包，每
包20根，尚可像吃糖果一样，但人如何会就此而满足。不知
何时，大约半年后已恢复到随手一根烟的习惯，而且不少于

[作者与妻子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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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前的量，一天两包多，致使老婆再度采取拒烟行动，私欲真是无止境啊!
    有一段时间，老婆到加州去游学两年，我独身留在南卡，那时没有人唠叨了，生活瞬间安静下来。有一个周日因为有敬
拜的服事，我提早来到教会。有一个老弟兄看到我在外面抽烟，地上还有两只烟蒂，就过来和我闲聊，说我们是基督徒，走
的是属天的道路，靠的是圣灵的引领，每一个人到那日，自己都要向神面对面的交帐。他说，“神的灵在你里面来引领你，
与你同在，但你的里面满是尼古丁的焦油味，神会习惯住在那里吗？要跟随主，为什么还离不开烟呢，断了它吧，到了神那
里也没有烟可抽，何不戒了呢？”
    他的话震憾了我，我思索了好一会儿，心想，我戒了N次也NG了N次，我能戒
掉吗？若我不能，那我又该如何自处？后来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对我说话，这是
我经历到的第二次神对我的安慰。第一次神对我说话发生在我因烫伤被送往医院
的救护车上，神对我说：“孩子，不要怕，你不会有事的。你只要好好在医院治
疗，你的五官面貌均会完好无缺。孩子，我会赐平安给你，我会照顾你的。”当
时，我所有的疼痛感都消失了。虽然那时我还没有信主，但我知道是谁在平静我
的心思意念。
    而这第二次的声音是在2005年的某一个周日下午，当我在思索我能不能戒掉
烟的时候，那声音叹息着说：“孩子，我知道你的苦处，但你忘了，我是能让你
依靠的，我是能帮助你达成你的心愿的。你不如交托给我，我会让你轻轻松松地
实现你的愿望。”
    当时我瞬间顿悟，就将身边所有的打火机、火柴等全部泡进水里，完全清
除，然后去睡午觉，不再想这件事。奇迹出现了：在随后不停的忙碌中，我把抽
烟这事儿完全忘掉了，等到突然之间想到自己好像戒了烟似的时候，两个月已经
过去了。每当抽烟的念头一浮出，内心就发出警讯：神已经打开心门，这门一开
就是永远的，是不会关闭的。如果你要自己把它关起来，那是明知故犯，罪上加
罪。戒烟就这样奇妙地成功了，到如今，我完完全全地断绝这诱惑已经十年了。
    感谢神！戒烟这件事让我认识到, 在很多事情上，靠自己的力量真的做不
到，在心思意念的战场上，魔鬼的伎俩就是抓住你，来分化你，使你远离神。而
神是大能的，只要你信靠祂，祂能让你彻底更新，是你意想不到的。
    我亲身经历了靠着神的大能改变靠自己的能力无法改变的事情，我把这个见
证真诚地分享给大家。没信主的朋友们，或者是像我一样，被烟瘾所困、被其它不良习惯所困的朋友们，你的选择如何呢？
你愿意信靠神，像我一样，让神帮助你完成原本不可能的改变吗？
 
（作者来自台湾，现居佐治亚州雅典。）

文/ 潘宁

    周日教会崇拜结束后，女儿同心去了春华家玩。下午
我去接同心的时候突然想起我前一天做的老面包子，就想
带几个去春华家给他们尝尝。包子并不稀罕，谁都会做，
老面包子这年头就很少见了。自从吃了邻居何阿姨做的老
面面食后，我就不想吃酵母发的面食了。最近也学习用老
面发面，可总是发不好，不是碱放多面发黄，就是碱放少
面发酸，很难把握放碱量。昨天终于成功了！面发得白白
的泡泡的，味道也不酸，正好带几个去送给春华他们。打
开冰箱一看，不多了，昨晚吃了一顿，只剩八个了。因为
不敢确保发面成功，我每次发的面都不多。我想是不是算
了，难得成功一次，就留给孩子们吃吧。可是我还是很想
送给春华他们吃，想到她家有五口人，就拿了五个去了。

    从春华家把同心接回来，吃过晚饭，刚收拾完毕，门
铃就响了。我打开门一看，是邻居何阿姨。她手上提着一
大袋老面包子对我说：“我今天发面特地多发了点儿，
多做了些包子送给你们吃！”我接过那一大袋沉甸甸的包
子，一共有十个，不由得惊叹了：神啊！我刚送走五个，
你就又给我十个，而且是发面高手做的更为美味的十个！
这种事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每次我给了人，神就给我，
甚至加倍地给我。神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
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
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
你们。（路加福音6：38）”神的话是多么的真实！

（作者来自湖北，现居佐治亚州Watkinsville市。）

25



By Daniel Guo

     The Bible talks a lot about temptation. Matthew and 
Luke talk a lot about it. Here are some verses that talk 
about temptation: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the evil one.” (Matthew 6:13) 

“Forgive us our sins, for we forgive everyone who 
is indebted to us.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Luke 11:4)

     We live in the technology age, with many digital 
gadgets. When my parents were kids, they didn’t have 
these wonderful yet tempting things. It all started 
when I saw my friend playing Minecraft (a game for 
iPad.) “What are you playing?” I didn’t know, because 
at the time, I didn’t play electronics much. My friend 
showed me the game and some others. It looked really 
fun, so I asked him if I could play on his iPad. He said 
“Sure!” And he showed me how to play, then he let me 
do it on my own. Little did I know, it was starting to 
control my mind.
     Months later, I was fully into the game, I played it 
whenever I could. Soon, my sister Katrina got an iPod 
5, and I even asked her to download it, but it costs too 
much money. I tried to download the free version, but 
it wasn’t on the app store. I was disappointed for a long 
time. Soon, more free games came along, Boom Beach 
and Geometry Dash. I loved the games way more than 
Minecraft. 

      I played them more than anything. About two 
years passed and I still loved the games. Soon, it came 
to my brother Kevin’s Piano recital. My friend was 
there and I saw he had the iPad. We quickly brought 
it up to the balcony, where my Mom couldn’t see. The 
electronics were controlling me more and more. When 
my Mom found out, I was in big trouble. I made my 
Mom very sad. And it hurt my Mom on Mother’s Day. 
I was so sorry. My Mom was very sad and didn’t talk 
to us much. I prayed to God to help me overcome the 
temptation.
     I asked God to forgive me and keep me away from 
the devil, so he would not tempt me again. I’ve kept 
my word for these past weeks. I also want to thank 
Mr. Jason for teaching everybody these great sermons. 
Thank God for bringing Mr. Jason to our Church. 
Thank you.

(The author is a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in 
Bogart, GA)

[Author’s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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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万益

[作者母亲照片]

信主前的阿母

    在我的老家人们习惯称呼自己的母亲为“阿母”，在
这篇文章里我就沿用这个称呼。阿母今年80岁了，她出生
在台湾北部，接受过两年日本教育和四年中国教育，算起
来正式学历是小学毕业。她从小喜欢听说书先生讲故事，
举凡通俗小说和传统戏剧都耳熟能详，对研究汉字的结构
很感兴趣，向来都是猜灯谜的好手。我小时候老家及邻近
乡镇举行庙会时，常有猜灯谜娱乐，她总是有会必到、每
猜必中。晚会结束时，阿母的藤蓝子里头常常能收获不少
奖品，虽然不过是香皂或毛巾一类的小东西， 但在那物
资缺乏的年代，对于家计也是很好的帮补。
    阿母是个超级乐天无忧的人。小时候，由于老家地势
较低，每年夏秋台风带来豪雨时，村中大人们都因为担心
淹水会导致农作物或房屋的损失而愁眉苦脸，只有阿母兴
致勃勃地带领着我们这些小孩，一起编制竹筏。等到大水
淹得汪洋一片，分不清楚农田或菜圃时，她就划着竹筏，
载着我们玩。邻居批评她，她的解释是，反正水灾已经形
成，与其坐困愁城，倒不如利用机会活动一下。
    用我们老家的话来形容，阿母是个比较“通灵”的
人。我和Lily于1982年底结婚。一年后，阿母先是暗示，
后来开始明示，问我们何时可以让她抱孙子。当时由于两
人都在念学位，生活比较紧张，所以一时并无生儿育女的
计划。1988年初，有一天早晨，阿母忽然跟我的两个妹妹
说：“你大嫂怀孕了，将来会生个儿子。”几天后，妇产

科医师证实Lily怀孕 。后来我们问阿母如何未卜先知，她说有一晚她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走到一个开满白花红花的园子
里，就伸手摘下一朵白花，梦就醒了。传统上白花表示男孩，红花表示女孩。阿母害怕这个美梦落空，起床以后，先到厨房
吞下一口白饭，才向家人宣布这个喜讯。阿母事后向我们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空口”无凭。
    阿母对汉字的兴趣也有助于她对救恩的了解。阿母听说用“代罪羔羊”来解释圣经中的“義” － 原来人犯罪，在旧约
时代需用羔羊的血来为人赎罪，当“我”用“羊”盖在头上，我们的罪就蒙遮盖，因此在神眼中得称为“義”。而主耶稣
正是那位为世人遮盖罪恶的无瑕羔羊。我们也跟她提到“船”字 是“舟八口”的组合，这代表诺亚一家共八口人，搭上方
舟，得以在大洪水时得救。从汉字的字形及字意来看，神可能早就给华夏民族一些特别启示，期望我们归回主的怀抱。基于
她对汉字的敏感度，阿母开始对圣经的道理产生了好奇心。

追求永生的阿母

    阿母才四十多岁时就患了第二型糖尿病，但是她的态度如同从前台风天玩木筏一样，始终我行我素，并不刻意控制血
糖。1996年9月，阿母在德州达拉斯大妹家，突然发现左眼一片发黑，再也看不到了。当时我正好在休斯顿做研究，闻讯后
旋即赶往达拉斯，与两位妹妹一道送她去诊所，诊断的结果是高血糖造成的视网膜脱落，因病情严重，已无法复原。隔一
年，某天清早，阿母到我的卧室敲门，说她起床后做体操，当她弯腰再抬头时，发现连右眼也失明了。后来经过治疗，恢复
了少许的视力，但已经是一个法定盲人 (legally blind)。
    唐唐、洋洋上学后，阿母来和我们同住时，晚上常坐在书房看着我们读书做事。有一天晚上，她忽然哭起来，泪流满面
地说，她觉得我们家很圆满有趣，她想要身后也跟我们在一起，永永远远地在一起。我和Lily觉得机不可失，就跟阿母说，
主应许凡信祂的人都可以得永生，所以信主就可达全家人长久在一起的愿望。她沉默了很久，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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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母从台湾来雅典城的时间大多是在农历新年前，以
便除夕夜可以跟我们一起围炉。那几年，雅典城华人查经
班(雅典城华人基督教会的前身)都会邀请王守仁教授于马
丁•路德金恩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纪念日
的长周末来讲授神学。这个日期通常就离农历新年很近，
所以阿母就有机会听王教授的神学课。她虽然不懂英文和
希腊文，中文部分也因为视力不佳看不到投影片，但还是
可以听得懂一些授课内容。经王教授的教导，主的真道渐
渐地进入阿母心中。有一次听完课回家，我和Lily问阿母
是否愿意决志信主，她说家里的祖宗牌位以后没人祭拜怎
么办？我给她解释：一般台湾人的信仰其实是佛教和道教
的混合，既相信死者的灵魂轮回、投胎转世，又相信已去
世的祖先可以保佑后代子孙，这其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祭祖的目的是慎终追远，并非寄望祖先施展超自然能力，
給自己的子孙带来福祉。她沉思良久，点了点头。隔天，
在王教授的带领下，阿母就决志信主了。
    然而，民间传统宗教信仰对阿母仍有根深蒂固的影
响。有一次我回台探亲，她竟然对我说：“在美国时信耶
稣，回到台湾就应该信仰咱们的观音菩萨。”我们虽然屡
次和阿母沟通，在这件事上也只能继续为她祷告。

重生后的阿母  

    2012 年1月初，二老在台湾，干妹妹要带他们出外用
餐。原先已经决定居家附近她最喜欢的台菜餐厅，不料在
最后一刻阿母改变心意，选择要搭车到淡水河对岸的一家
海鲜餐厅。那天，他们才刚进入餐馆，阿母就突然四肢无
力，不支而倒，情况十分危急。感谢主，这家餐厅就在淡
水基督教马偕医院旁边。在最短的时间内，救护车便将她
送进急诊室，并立刻被诊断为心肌梗塞。经过一番急救，
情况总算稳定下来，可以排序等候心脏绕道手术。在德州
达拉斯的小妹闻讯后立即飞回台湾，并且联络上当时也在
台湾的Sandy姐妹。感谢主，在Sandy及许瀞文两位传道的
带领之下，阿母欣然地在病榻上受洗，正式宣告她是主的
儿女。
    随后，大妹和我也陆续返台，我们全家目送着阿母被
推进手术房。由于阿母的年事已大，又长期患有糖尿病，
很多器官的功能都不健全，医师、护理师不断提醒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手术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我们为此
迫切祷告，六个半钟头之后，手术顺利完成。我们才大大
地松了一口气，踏上归程回家休息。
    在加护病房期间，早晚各有三十分钟的家属探访时
间。两位妹妹多半是对阿母嘘寒问暖；我则跟她一起回忆
在我八岁以前，大妹妹尚未出生前的一些趣事。在病床上
的阿母，口中、鼻内都插了大小不同的管子，手上贴着静
脉注射的针头，呼吸、心跳都较急促，身体其实很不舒
服。即便如此，当她听得开心时，就点头示意，让我们
知道她有同感。探访时间结束时，她会紧握我们的手三 
次，经过一番猜测，才弄明白原来她是要我们与她一起

祷告。
    几次进出加护病房，阿母的病况渐趋稳定，终于可以
开口说话了。她告诉我们，在进手术室之前，她心里很笃
定，因为主跟她说：“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感谢主，
因为祂在这艰难的时刻，亲自向阿母说话，让她心中满有
平安。有趣的是：主知道阿母对圣经并不熟悉，就用她最
能明白的话语给她应许。
    手术后的复原并不顺利，但是阿母因为心中有主，始
终保持着喜乐的心情。出院后，她的肌力退步，需要坐轮
椅，我们只好搬到一个有电梯的大楼租房居住。奇特的
是：阿母过去三四十年来逐年加重的高血糖问题在手术前
每天要注射胰岛素四次才能勉强控制，而手术后，血糖指
数只靠口服药物就可维持在正常范围之内。
    今年初，阿母从台湾打电话告诉我说她买了一张彩
券，希望能得到大奖，可以在有电梯的大楼买房，免得我
们每个月还要负担昂贵的房租。她说彩券安放在客厅东
侧，因为在阴阳学说里的五方(东、西、南、北、中)以东
方为最大，想必得奖的机会也最大。我提醒她主的恩典常
与我们同在，与阴阳五行、节气风水并不相关。她听了立
即意识到自己差点又受到“老我”的捆绑。
    阿母深知，这一次从选择餐厅、发病、手术到复原，
若非有主一路保守和看顾，她很可能已经离世。为此，她
常常祷告，感谢赞美主；然而，信主前的“老我”仍不断
地出现，与重生后的阿母抗争。感谢主的不离不弃，圣灵
的大能继续在动工，更新阿母的心思意念，并且在她的有
生之年，赐给她难以用医学来理解的健康以及心灵的平安
与喜乐。

（作者来自台湾，现在佐治亚大学兽医学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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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吴声程

[作者与儿子的合影]

29

    记得有一位弟兄在证道时说自己“丑死了”，不知道他的
太太当时为什么会看上他。虽然那是一句玩笑话，但当时在我
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瞧瞧自己的外貌：丑，太丑了！说
自己丑，我一点儿也没有夸张，小矮个加啤酒肚和光明顶，这
样的形象能帅到哪里去？再看看自己的言行：凡事抱怨别人，
没啥成就却傲气冲天，常常无故熬夜却完不成该做的事，对家
庭事务缺乏耐心，不顺利时大吼一通却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
时不时还会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最后，再想想自己的工
作：博士毕业二十五年，科研事业没什么成绩值得一提，职位
和收入基本上在原地踏步，甚至在三年前失了业。
 
神的供应

    那时，由于自己一个赖以生存的科研基金没能续上，又加
上一位临时资助我的老板突然因病辞职回国，使得我彻底地失
了业。那感觉就像天塌了下来似的。所幸的是，我是一个蒙恩
的“丑”人，上帝的爱透过教会弟兄姐妹的传达无时不包围
着我。Sandy姐妹每星期按时到我家，跟我和太太一起唱诗祷
告；Oliver弟兄为我的工作申请写了多封推荐信；多位弟兄姐
妹主动及时地为我提供各种找工作的信息和窍门。当然，这其
中还包括我的太太主内姐妹芸辉的恩爱、理解和包容。正是大
家的祷告、关爱和鼓励使得我和太太在困境中继续有平安和喜
乐。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非常的茫然，但我们坚信，上帝
的计划只会更好。
    果然，芸辉很快找地到了一份工作，从而大大地减轻了家
庭的经济压力。而且这份工恰好给她若干月后要做的事做了充
分的铺垫。三个月后，在华刚弟兄的介绍下，我在另一个系找
到了基本对口的科研工作。十个月后Gordy和Sandy夫妇把他们
经营的一个Pretzel店以我们当时所能承担的、远低于市场的
价格转让给了芸辉，使得她在经营管理上的恩赐和从上一份
工作中所获得的经验有了充分发挥的机会。半年不到，她的 
Pretzel店就开始盈利，甚至有能力给所有的员工加薪！正在
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又一次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我和老板在工
作方式、科研理念和处世哲学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但为了保
住那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我不得不忍受心理上的煎熬继续撑下
去。当芸辉知道这个情况后，马上跟我一起祷告，寻求神的启
示。很显然，芸辉在生意上的恩赐和成功为我提供了一个离开
基础研究、step out of comfort zone的绝佳机会。辞职后，
我放下“大博士”的架子，在芸辉的店里帮工，逐渐适应了

       服务行业的高速度、高效率、高精度的运作方式，
而且学会了店铺经营、员工管理和帐目登录等技
能。感谢神的恩典，在我没有正式工作的一年半的
时间里，我们家所得到的物质上的供应不但没有减
少，反而增多！神对我的考验继续着，但并没有超
出我的承受能力，而且随后而来的恩典更加丰富。

耶稣家里的爱

    在我这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应该是去年七八
月间。那时，因为我岳父的病情加重，芸辉必须
赶回上海照料她父亲，所以经营Pretzel店和照顾
儿子的双重大任就落在了我的肩上。为此，我不得
不放弃了一个重返正式工作岗位的机会。更不幸的
是，芸辉才离开半个月，我的心脏病就复发，被员
工紧急送进了医院。这时，神的大爱又一次通过

弟兄姐妹们的行动完完全全地覆庇着我。几乎在事发的同
时，整个教会都忙了起来：祷告的、帮忙的、探望的、关
怀的、鼓励的、送餐的、带孩子的、经营店铺的，无一不
细致周到，彻底免除了我的后顾之忧，使得我能够信心满
满地接受治疗。没准备住院的必需品？连春弟兄送来了；
担心儿子？翠英姐妹早就接到她家去住了；没有晚餐？牧
师给买好了；店铺咋办？原店主Gordy和Sandy夫妇配合店
里的一位资深员工管理得井井有条；一日三餐自有华刚和
张坚夫妇做好了送来；鲜花、水果、健康零食一大堆，不
知道是哪些来探望的弟兄姐妹送的；出院的那一天上午，
忠源和王军夫妇不请自到，接我来了；即使已经出院了，
还有王云、学红、晓萍等姐妹为我和儿子送饭、送菜。在
神的亲自照看下，四天以后我就基本康复，能够回到店里
做简单的工作了。通过这一次磨难，我又一次亲身感受到
在基督耶稣建造的这个大家庭里的爱和温暖。事实上，神
赐给我的远远比我所能想象的多。

取之不尽的恩典

    在经受了七月底的这一次病痛，尤其是十一月初的又
一次手术后，芸辉和我商量，不再继续寻找正式的工作岗
位，而是专心经营Pretzel店，并寻机拓展其它低体力消耗
的生意。做出这样的决定是痛苦的，因为我毕竟做了大半
辈子的生物技术研究，虽然做得并不好，但毕竟拥有相当
丰富的技术和经验以及因投入太多而具有的不可割舍的感
情。就这样丢弃了，十分可惜。
    奇妙的是，就在芸辉和我讨论这个事情的几天后，去
年七月初曾给我Offer的公司打来了电话说，有一个新的职
位出来了，问我是否还有兴趣。果然，在一月份的最后一
天我就拿到了正式的Offer。这个职位比我去年放弃的那一
个还要好，而且我在Pretzel店打工一年的经验正好派上
用场！
    依照世俗的眼光，我是一个外表和为人都很不完美的
人，而且在职场上应该算是一个失败者，但过去三年的经
历，神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在祂的眼里，每一个人都是宝
贵的，都是祂所钟爱的。每一个信祂的人都能得到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恩典，包括永恒的生命。“神爱世人，甚
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
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
    在耶稣的恩典里，何丑之有？何难之有？！

（作者来自福建，现在本地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工作。）



文 /郭泰亮

    我这里要讲的不是乔纳斯·阿克伦德导演的《天旋地
转》电影。天在旋地在转是用来形容大脑旋晕时的感觉，
有时也用来比喻世局大变, 或乱后而复治。在欧阳詹的  
《赠山南严兵马使》的诗中包含“天旋地转”一词：“为
雁为鸿弟与兄，如雕如鹗杰连英。天旋地转烟云黑，共鼓
长风六合清。”但天旋地转有什么属灵意义呢？
    2014年9月30日凌晨3:15, 我从睡梦中醒来，左耳中有
很多嗡嗡声音，于是到楼上去睡，希望早上起来会恢复。
及至醒来，左耳不但没有恢复，还感到天旋地转并恶心呕
吐。有人或许想这不算什么。不过，真正领教过眩晕的人
可不会这么认为，发作时的天旋地转、头重脚轻、眼前发
黑、晕到想吐等情景，只要经历过一次，让人终生难忘。
一新姐妹在2014年10月6日寄的祷告事项中的经文正是我当
时的感受：

“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于是，他们在
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
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
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
欢呼述说他的作为。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
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
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
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

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
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使
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
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
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诗篇107：18-31）”

    云弟兄，原名刘振营，又被称为“天上人”，是一名
流亡海外的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当代福音运动“回耶路
撒冷”的主要号召者之一。主要著述有杨天明（中文版), 
以及保罗·哈特维（英文版）编辑的自传《天上人》（The 
Heavenly Man）。在那段天旋地转的日子里，这本书给了
我极大的鼓励，因为它很象现代版的《使徒行传》。当我
读这本书时，眩暈就不干扰我了。据《天上人》一书陈
述，云弟兄于1958年出生于南阳地区的村子刘老庄。其父
在文革期间患有严重的肺病，其母得到耶稣的召唤，与其
全家祷告使其父得医治。云弟兄于当年（1974年）相信耶
稣，并以一日一餐禁食祷告100天的奇特方式，获得了一
本圣经。由于云弟兄在文革后拒绝加入三自爱国教会，遭
到中国当局迫害。曾于1983年底被捕入狱。被捕时，为了
警示周围的信徒，他大喊“我是个天上的人！”，就此得
名“天上人”的外号。1984年1月25 日到该年4月7日间，
自称不吃不喝地进行过长达74天的禁食。 据云弟兄所说，
其间他得到了很多来自耶稣的异象和异梦。云弟兄经历的

[作者与妻子孩子们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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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神迹再次提醒我神在掌权。
    我被安排在2014年10月12日领会，但因为眩暈必须推迟。那一天Lucas Wong弟兄领唱《你爱永不变》。“你流出宝血，
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这首在教会广为传唱的《你爱永不变》中有“或天旋或地转, 经沧海历桑田，都不能叫
我与你爱隔绝”。我不知道葛兆昕牧师为什么选用“天旋地转”一词，但这首诗歌的确帮助了不少人（包括我在内）。根
据《基督时报》，葛兆昕牧师表示“很多人以为我创作出这首诗歌，应该有很特别的过程，但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每日灵
修中被神的爱触动。”当时的葛兆昕牧师刚从神学院毕业，灵修中读到罗马书8章35-39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呢？……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
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创作完成后，葛兆昕牧师并没有把《你爱永不变》马上出版。直到2000年，有情
天音乐创办人陈逸豪牧师的母亲不幸在空难中丧身，令其伤心不已，突然想起了《你爱永不变》，在弹唱中深得安慰。于是
他将这首赞美诗出版发行，带给了很多基督徒感动和安慰。
    “你饱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好天旋地转地醉（传统∶以显为没受割礼的）！永恒主右手的杯必转到你那里，
你的荣耀就变为极羞辱了！”（哈巴谷书 2 ：16,吕振中版）这“天旋地转”是对巴比伦的预言。哈巴谷书属于小先知书，
这本书教导基督徒要依赖上帝。他强调两项重要真理：（1）耶和华是全宇宙的至高统治主；（2）义人必因信得生。 “因
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哈巴谷书2：3）”这对
巴比伦毁灭犹大国的预言的确应验了。不但如此，按照哈巴谷书（2：16）的预言，巴比伦本身也在公元前539年被米底亚波
斯人所征服。对今日需要力量的基督徒来说，读哈巴谷书十分有益。哈巴谷的预言鼓励基督徒在这个暴力充斥的世界里保持
坚强的信心。上帝兴起迦勒底人（巴比伦人）去惩罚没有信心的犹大，哈巴谷因为不明白神为何利用更凶暴的巴比伦人来惩
治祂的百姓，于是与神展开谈话，把他的疑问提出来。虽然如此，哈巴谷决心无论处境多么艰难—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
不结果，圈中绝了羊, 他仍会因耶和华而欢欣，因救他的上帝喜乐。最后他以这段话结束他的极乐之歌：“主耶和华是我的
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哈巴谷书3：19 ）”
    是的，虽然我的身体还在恢复中，但我要象哈巴谷先知那样：即使天旋地转，我仍会因耶和华而欢欣，因救我的上帝喜
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节经文也是我的欢乐之歌！

    (作者来自湖北，现在佐治亚大学兽医学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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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5月的一个周日，教会崇拜结束后，我们兵分两
路，老公带着两个男孩回家，我带着两个女孩去Walmart买东
西。车开进Walmart的停车场，在锁好车门的那一刹那间，我
意识到车钥匙被锁到车里面了。我隔着车窗望着躺在两个座
椅之间的那串钥匙，无可奈何。由于天气太热，我在车窗的
上面都留了一条小缝。可惜缝太小，我的手伸不进去。如果
有一根细长的棍子就好了。我四处看看，这里哪会有细长的
棍子呢？怎么办呢？可能只能叫老公来跑一趟了。想到肯定
会被他说一顿，我极不情愿叫他来，但是没有办法，只好拿
出手机拨打了老公的电话。
    这时有三个男青年推着买好的东西走到我们旁边的车开
始往里装。他们可能注意到了我们的窘况，就问我们:“你
们把自己锁在车外了吗？”老公还没有接电话，我就赶紧挂
了电话回答他们说“是的。”他们说:“让我们来帮助你们
吧。“就有一个人过来，另外两个人继续装车。那人也试图
把手往车窗缝里伸，伸不进去，他就四处观望，可能也是想
找根细长的棍子。他没看到什么，就把眼睛定睛到我们车子
的天线上了。他走过去，几下子就把那根天线拧下来，又把

那天线从车窗缝里塞进去触动了车门的开关，然后又把天
线装上去了。整个过程在两分钟内就完成了。从我们的车
钥匙被锁到车们被打开总共也就五分钟的时间。我们谢了
他们，拿出钥匙锁上门，就高高兴兴地到Walmart购物去
了。
    我们一路走一路感慨，不由得感谢神。这么热的天，
我们如果站在那里等或是老公又要带着两个男孩从家里过
来为我开门都是很麻烦的事。我对女儿们说：“神知道
我们遇到了困难，马上就送人来帮助我们，一点都没耽
搁。”同灵说：“是啊！我们都还没祷告，神就来帮助我
们了！”是的，神都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神都知道，我
们的每个心思意念祂都知道。“我坐下，我起来，你都
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
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诗篇139：2-3）” 神就是
这样顾念我们，我们是祂所挚爱的儿女，祂每时刻都与我
们同在，在我们未祈求之先就知晓我们一切的需要，也做
我们随时的帮助。“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
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
你同在。（诗篇139：2-3）”感谢神！

（作者来自湖北，现居佐治亚州Watkinsville市。）

文/ 潘宁



By Kevin Guo

     There are many people on earth who help us 
through our lives.  Friends, siblings, teachers, and 
parents are some examples.  Although sometimes 
what they want you to do may seem pointless, the 
outcome will benefit you a lot more than you ever 
expected.  As it states in Genesis (22:15-18): “The 
angel of the LORD called 
to Abraham from heaven 
a second time and said, ‘I 
swear by myself, declares 
the LORD, that because you 
have done this and have not 
withheld your son, your 
only son, I will surely bless 
you and make your descen-
dants as numerous as the 
stars in the sky and as the 
sand on the seashore.  Your 
descendants will take pos-
session of the cities of their 
enemies,   and through your 
offspring all nations on earth will be blessed, because 
you have obeyed me.’” Obedience brings blessing!
     From the moment I was born, my parents loved 
me.  They carried me around through the day and 
watched me sleep during the night.  After the day 
ends, I bet my parents’ arms were sore and tired.  
They really wanted to go to sleep and rest, bu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hey had to wake up to my 
crying voice.  After I grew older, I cried less and 
could walk by myself.  Instead of waking up at mid-
night, my parents sometimes had to discipline me by 
spanking, if necessary, when I was defiant so that I 
could learn what was right.  Sometimes, I had to go 
through difficulties to learn these lessons, just like 
Jonah and the Whale.

     I remember when I was in preschool and we had 
to do an activity where our kids had to be blindfold-
ed and tried to pin the ghost in the haunted house.  I 
absolutely refused to put that piece of cloth around 
my eyes so they put me in “timeo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teacher gave out Halloween pencils.  She 

wouldn’t give me one because 
I didn’t do the activity.  Then, 
my mom came to bring me 
back home.  On the way 
out of the classroom, I saw 
the pencils in her pocket.  I 
reached out and snagged one.  
Of course, she felt it and took 
it back.  Mom was upset at 
my behavior and wouldn’t let 
me eat lunch.  I was only four 
at the time!  Even though 
I was hungry that day, I 
learned a valuable lesson not 
to steal from others.

     As I reached elementary school, I learned even 
more virtues from my parents that I still follow today 
such as a strong work ethic, telling the truth, being 
kind, and being responsible.  These lessons allowed 
me to make a lot of friends and make good grades.  
Even though sometimes what they want me to do 
may seem difficult, in the long run, I could see that 
my parents made the right choice.  In second grade, 
I had a project that was due.  I didn’t even start it 
until the very last day before it was due.  I asked my 
parents to help but they tried to teach me a lesson, 
so they didn’t.  I stayed up until ten o’clock to finish 
the school project.  I would never wait until the last 
minute to do a project again!
     Since I was young, I knew a lot of Bible stories.  I 
thought I knew all about Queen Ester, King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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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es, Adam and Eve, and more.  I had the stories memorized and could tell the stories by heart.  Just a few 
months ago, my dad wanted to go into more depth with the Bible.  Every night, he wanted us to read two chap-
ters then ask a question about the chapters.  Before, I just knew the stories but now I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
ing about what is in the Bible. 
     One day, I was playing and my dad said it was time to read the Bible.  Of course, I didn’t want to read it so I 
could keep playing.
     “I already know all about Moses!  Do I still have to read it?”  I asked.
     “Why did God get mad at Moses?”  Dad asked.
     “He hit the rock to give water to the people.”
     “Why did he hit the rock?”
     That question stumped me.  I got up reluctantly and went to the table to read the passage.  After, I asked that 
question and my dad explained it very well.  Soon, I could connect with these Bible figures and apply what they 
did into my life.  Having this daily devotion helped me to know God more, and now I have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an ever before. 
     Another person that helped me know God better is Mr. Jason.  Every week, he prepares the sermon and slide-
shows well to teach the youth group valuable lessons about God and what He expects of us.  I learn a lot about 
Christian life and I enjoy it very much.  He gives many 
examples that are funny and insightful, which help us un-
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apply to daily life.  A recent 
lesson was about ‘Overcoming Anger’.  He showed a 
video clip about a teacher that was teaching kindergar-
teners and couldn’t control them.  He screamed and all 
of them stopped all of a sudden.  We could see that was 
not the right way to control anger.  Many kids in our 
youth group like Mr. Jason and his teaching.  Thank 
God for bringing him to our church.
     The last people I want to thank are the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They sacrifice their valuable time to 
teach us, and half of the class doesn’t listen to them 
and talk.  I understand that this generation of kids 
likes to speak English and doesn’t want to learn Chi-
nese, but I just wanted to thank the teachers for their 
love and time to teach us with a lot of patience.  Hope-
fully we will listen more and try to learn more.  But for 
now, I want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for what you do.  Thank you!
     Even though listening to your parents and teachers may be a hard thing to do; however, it will help a lot in the 
end.  They have a lot more experience than we do.  When we listen to our parents, we are following the fifth com-
mandment, which states: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  When we do this, we please God and make our parents 
proud.

(The author is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in Bogart, GA) 

[Author’s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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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的神是一位喜欢与人交流的神，祂藉着各样的
方式对我说话：讲台的信息，弟兄姊妹的交通，异梦，
异象，环境，有时也直接对我说话。他更是常常藉着我
每日读到的经文来对我说话。我常常觉得很奇妙，神怎
么知道我在想这个，祂怎么就正好让我读到这句经文
呢？我无法解释。我只能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
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诗篇139：6）”因
为祂是神！

“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

    我对财富从来没有太大的奢求，虽然一直都不富
裕，但都够用，我就很满足。2014年8月的一天，我收到
了从Athens Link寄来的关于建堂的commitment card，
才觉得自己好拮据，想要奉献都拿不出钱来。Athens 
Link是一个家庭教会，我曾在那里聚会过一段时间。现
在他们要建堂了，我多么想也奉献自己的一份。生平第
一次，我渴望我能有更多的钱! 可以用在神的国度里。
我开始为这件事祷告，心里也开始想能不能有什么方法
赚一些钱。祷告了两个星期，神没给任何话。一天下
午，我感到很累，就让陈亮在楼下看住四个孩子，自己
到楼上同在的房间里休息
一下。我躺在床上，思想
却没有休息，又开始琢磨
怎么能快点赚些钱。我想
我目前要照顾四个孩子，
也不可能出去工作。要不
就在网上卖点东西？就在
ebay上卖？卖什么呢？在
哪儿进货呢？我想了好一
阵，也没想出个头绪，觉
得真累，不想再想了，想
看会儿圣经。同在的房间
里有一本圣经，不是我平
时看的那本。那本圣经里
面插着一张书签，我一翻
开，就正好翻开了书签的
那一页。我一眼看过去，
正好看到那一页的最后一
句话：“诚实人必多得福，

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箴言28：20）”我一看，大吃
一惊，一棒子就被打醒了,神不要我做这事! 想到刚才思考在
ebay上卖东西赚钱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血气，并没有圣灵的带
领。我咋没想想在ebay上卖东西要花多少时间精力，我的家还
顾不顾了？我相信神并不是不要我们赚钱，祂会使用某些基督
徒创造财富用在神的国度里，但这不是祂在我目前这个阶段要
我做的事情。他目前要我做的是教养孩子服事家庭并在祂呼召
我做的事工上参与教会的服事。从那天起，我就没再去想怎么
快速赚钱的事情了。后来看来，神的确对我有别的带领。活在
神的呼召和命定中，走在神带领的道路上，真好！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

    2014年感恩节，教会因为多人外出旅行而没有活动。响应
罗牧师要在家里聚会传福音的呼召，我和陈亮决定邀请人来家
里过感恩节。我开始计划安排，为了方便分享讨论，我决定只
邀请12个人，因为人数太多不利于讨论。而且我决定基督徒比
例要大过非基督徒，这样才能起到一定的带领作用。可是到后
来我还想邀请几家人，但是这样一来就超过了12人，而且非基
督徒人数会多于基督徒人数。怎么办呢？我想来想去，也不知
到底要不要邀请这几家人，而且觉得想得真累。这才突然意识

到我还没有祷告，从决
定要请客以来全是靠着
自己的“聪明才智”在
计划筹措，一点也没问
神。服事神的事情怎能
不问神呢？我就祷告问
神要不要请这几家人。
那天事情多只在晚上睡
前读了一小段圣经，其
中就有这一段:“要扩张
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
所的幔子，不要限制；
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
你的橛子。（以赛亚书
54：2）”我就知道神不
要我限制人数。我就多
请了一些人。感谢主，

来我家过感恩节的姜华欣艳夫妇第二天

文/ 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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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分享，那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家庭聚会，他们感到很“震撼”。他们就是从那以后开始读圣经的，2015年3月他
们回国之前都决志信主并受洗。我意识到很多时候我还是习惯性的先靠着自己的头脑来想，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做，即使在服
事中也是这样，不行了才知道来祷告。其实如果我一开始就祷告，可以节约多少时间少花多少心力呀！

“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

    2015年圣诞前夕，有两天我用微信和Facebook特别多，不断发表贴图和评论。圣经没拿一下，小孩也疏于管理，却时时
刻刻拿出手机刷，自己觉得不对，但又控制不住。那天晚上我按照女儿的读经进度读经，神给了我这句话：“凡在军中当兵
的，不将世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提摩太后书2：4）”我读到这句话就感到羞愧，知道是神在责备我。神
把我们从这个世界拯救出来，是要我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出埃及记12：40-41），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提摩太后书2：3
），祂要我们穿戴祂所赐的全副军装（以弗所书6：11），打那美好的仗（提摩太后书4：7）。我们是在耶和华的军中当兵
的，就不应该被世务缠身，好叫招我们的主喜悦。神的话大有能力地光照我，我就悔改。今年四月我家的祷告会有30天的连
锁禁食祷告，我不仅签了禁食也签了禁微信。可是我发现其实那时候，微信和Facebook早就不再成为我的捆绑了。到如今我
还是会使用微信和facebook，并充分享受它们所带来的便捷，可是我不会被它们辖制。“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
总不受它的辖制。（哥林多前书6：12）”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得享的自由。

“我的神我的主啊，求你奋兴醒起，判清我的事，申明我的冤”

    2015年2月，我们的老房子出租两年合同到期。两年前我们收拾的干净整齐的房子变得肮脏破旧，而且房客连最后一个
月的房租都没付就搬走了。跟他们往来交通了几次，他们仍然不付最后一个月的房租，我们只好把此案上呈法庭。3月2号的
下午我们收到法庭寄来的要我们3月4号出庭的通知。我和陈亮都觉得这事太让人心烦。陈亮的工作很忙，各种服事也很多；
我照顾四个孩子事情也多，而且3月4号那天晚上我家有祷告会，我要分享，还未准备，还得花时间去出庭。我们来美国15年
了，从来也没上过法庭，也不知会怎样。那天我们的心情都有些低落。
    第二天我为了准备3月4号晚上的分享，拿出圣经查一些经文。无意间翻到一页，一眼就看到这一段话：

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
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倒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
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啊哈！啊哈！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了！”
耶和华啊，你已经看见了，求你不要闭口。主啊，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神我的主啊，求你奋兴醒起，判清我的事，申明我的冤。
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不容他们向我夸耀。
不容他们心里说：“阿哈！遂我们的心愿了！”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他吞了！”
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抱愧蒙羞，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
愿那喜悦我冤屈得申的欢呼快乐，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
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                                                                                           
（诗篇35：19-28）

    我看到这一段经文就知道这是神在对我说话。我心里非常感动，我还
没有祷告，神就主动地来安慰我。我心里的烦乱一下子就没有了，对第二
天的出庭充满了信心。那天神也藉着陈亮听的一个讲道对他说话，那个讲
道里正好有一个姐妹上法庭的例子。那个姐妹本来心里很紧张，可是一想
到自己的身份，就不怕了，因为她意识到她是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女儿
的身份去法庭的，还怕什么呢？陈亮听到这个讲道大得鼓励，心情也好起
来了。而且神还亲自派人来帮助我们，我们的房屋经纪人Susan打电话来
主动说第二天陪我们去，她还对我们说：“不要怕，神与我们同去！”
她也是基督徒。第二天，Susan以证人的身份与我们一同前去，法庭判决
房客必须付给我们最后一月的房租和一些其它的费用。判决下来后，房客
还是不付。但因为她是一家小学的校长，属于政府部门，后来政府每个月
直接从她的工资里扣钱，把我们应得的还给了我们。感谢神！如祂所应许
的，祂判清了我们的事，申明了我们的冤。
    因为篇幅所限，我先写下这些，为神做见证。想到了约翰所写的一段
话：“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
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翰福音21：25）”是啊！神的恩典要是全写下
来，怎能写得完呢? 

（作者来自湖北，现居佐治亚州Watkinsville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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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2000年底来到美国凤凰城，在那里第一次知道
耶稣基督。为了认识更多的中国人，我跟我老公一起
去了学生团契，和他们一起旅游学习吃饭聊天，在团
契里也认识了一些家庭，也受邀参加他们每周一次的
家庭聚会更多地了解了耶稣基督是谁。在一次大的布
道会上，我听了黄小石牧师的讲道“信仰与科学”之
后非常感动，就决志信主。
    有一次，在小组团契学到了腓立比书（4：6）: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当时想：有这么神吗？就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开始向神祷告。当时我最需要一个
表可以知道时间，我就开口向神祷告我需要一个表。
苐二天早上出去跑步的时候，远远看到路边有一个东
西。跑过去一看，是一个表。我欣喜若狂，神真是听
祷告的神！我拾起来一看，那表非常精美，表的上面
有两个心,大心套小心，我仿佛看到了神用祂大爱的
心护着我这颗弱小的心。
    我们刚到美国，基本上没有经济来源，全靠老公
的奖学金生活。老公读书、女儿上学都需要钱。尽管
很便宜的学生保险30美元一学期我们也没钱给女儿
买。在一次退修会上师母让我帮忙带孩子，说可以免
掉我和女儿三天的费用並且还给我50美元。在当时50
美元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欣然接受。三天退修会结
束后，管理孩子的付责人没有给我发钱，我也不好意
思问。后来听一个朋友说她有一次看孩子也没给她
钱，我想这样做事不对，就告诉了师母。尽管后来师
母把钱给我了，我还是被这件事绊倒了，之后我就再
不去教会了。
    过了很久在老徐毕业准备找工作时，我又想起了
她们说主是信实的，只要你用诚实和信心求告，祂就
会给你。我就试着开始每天祷告，求主在美国经济不
景气的情况下给我老公一份工作，我就带女儿一起受
洗。上帝是听祷告的主，很快我老公就有了几个面试
机会。面试完回家一天后，他就拿到了几份聘用通
知。他选择了佐治亚大学。我想主这么信实，我也要
守信，就带我女儿並朋友的老公及女儿一起受洗归入
主的名下，成为一名基督徒。虽然我被人绊到，很长
时间都不去教会，但是神还是爱我并且垂听我的祷
告。“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
乎自己。（提摩太后书2：13）”这话是可信的。

（作者来自陕西省，现居佐治亚州雅典市。） 文 /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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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must have been a time before I knew Christ, but that time I cannot remember. All through my life, just as surely as 
the sun rises, God has been a part of each of my days. I was taught of God alongside the laws of physics, the history of our 
world, and so, inevitably, the existence of God became something I never questioned – something I simply accepted as fact. 
My only regret is that I never quite had the chance to find Him myself.
     I have relatively perfect grades, prefect health, and a perfect life. I’ve never known the real struggles and hardships faced 
by many less fortunate in this world; I’ve been safely sheltered all of my life, even stifling so. Those people who undergo 
miraculous recoveries and survive near-death experiences and come to know God? I’m extremely jealous of not being one 
of them. They get to form a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at they truly believe in with all of their heart. For the rest of us, 
there will always be some shadow of a doubt.
     The events that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occurred, the great flood, the parting of the Red Sea, the sun standing still, are all 
not only incredible, but seemingly impossible. There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us that does not completely believe in these 
things.  For example, even after President Obama released his birth certificate proving he was indeed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ere those that still denied the fact and argued he was Kenyan. I suppose cynicism is simply a natural talent 
we humans all possess.
     However, the alternative - not believing in God - is even more dubious. Our world is much too perfectly imperfect not 
to reflect a sort of creator, such as God. Every substance we know gets denser as it solidifies, and yet, it is only the expan-
sion of freezing water that makes life possible. Water’s exact 104.5° bond angle, its H2O structure, hydrogen bonding, etc. 
in my opinion, are much too perfect to accidently arise to support fragile ecosystems of life. Today, we are ever increasing 
our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to explore previous unknowns and unravel impossible natural phenomena, and yet, in over 
200 years, we have not discovered a contradiction of God or the Bible. 
     Admittedly, the concept of God was challenging for me to believe at first. After all, people claiming to hear God’s voice 
talking to them – isn’t that something we normally reserve for people while they’re using drugs? But more and more over 
the years, my experiences have led me to think otherwise. Maybe the change in myself is not apparent (it never is), but I 
can clearly see the changes God has induced in others. There are people I know that would lay down their entire lives, their 
entire existences to further the cause of God, and they do so willingly. Their faith must be based on something real, some-
thing they know to matter more than anything in this world. Their faith is truly an inspiration to people like me, and it’s 
something I can only hope to attain one day.

(The author is a high school student in Athens, GA.)

[Author’s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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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0月，刚结婚还没度完蜜月，我就辞掉心爱的工
作，从中国青岛陪老公来美国做博士后。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和对美国的好奇，我跟着老公一路颠簸来到了佐治亚州的亚
特兰大，开始了婚后的新生活。

和耶稣基督结了缘

    圣经我在国内曾接触过，家里就有一本，是我母亲的，
可是她只是自己信，并不去教会，我当时是出于好奇翻了几
页而已，本来想当小说看，后来觉得很难懂，好多名字，记
不过来，就搁置了。没想到这次美国之行，使我和耶稣基督
结了缘，耶稣真的是无处不在，和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在
远离祖国和父母的日子里，一开始还好，置办生活物品，每
天忙忙碌碌，可是没几天困难就来了。由于语言不通，又不
能找工作，白天老公上班，没有人交流，生活枯燥乏味。后
来，联系上我们小区里的查经班，我就去参加他们的团契；
但只是我去，我老公不去，我也没有勉强他，主日的时候他
就在家写文章，因我要在慕道班学习，约两个多小时的时
间，然后还要跟团契的伙伴一起去教会，时间长了老公就疑

心起来，使我非常不高兴，心里感觉很委屈，回家就和他吵
架，类似的吵架发生过好几次。不知为什么我开始反省我自
己，我听见有个声音在对我说，你需要改变，你改变不了
他，就改变自己。这是主在跟我说话吗？我不知道。很快，
圣诞节到了，我拽着他一起去教会。牧师讲完道说：“相信
世界上有神的请举手。”我正迟疑要不要举手的时候，看了
一眼老公，他竟然举起了手，还没等我说话，旁边的大哥就
说：“兄弟举手了！”大家都知道他举了手，我心里有一丝
欣喜，这是个好的开始，希望主能够改变他，我暗暗地祷
告。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他有时间就跟我一起去教会听讲
道，我们吵架的次数变少了，我知道耶稣正在改变他！半年
之后我在教会受了洗，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整个人像是新
生了一样，后来才知道，受洗的那天其实我已经怀孕了，我
的宝宝和我一起受了洗，恩典真是奇妙！
    之后由于我老公工作变动，我们搬到了雅典。通过亚特
兰大教会姐妹的介绍，我们联系上了雅典的宁阿姨和郑叔
叔，他们带我们加入了雅典城华人基督教会，并在各个方面
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感恩，教会里有那么多可爱的弟兄姐
妹，也许是在异国他乡，那种亲切感尤为强烈，每个礼拜去
教会变成了我们的习惯了。我老公也在这里受了洗，我非常

[作者与丈夫女儿的合影]

文/ 王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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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被主拣选的人是蒙了福的，我们现在目标一致了，会
越来越幸福了，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

弟兄姐妹们的真情

    时间飞快，不知不觉我怀孕8个月了，公公婆婆来美国
帮忙照顾我们。公公由于身体原因，提前回国接受化疗了，
婆婆决定留下照顾我们。我爸妈也很着急，定了离我预产期
还有4天的机票来接班，说来也巧，宝宝就挑这天来到了人
间，让奶奶临上飞机看上了一眼。罗牧师送婆婆到机场，然
后接我爸妈到我家，当时已经半夜了，老公在医院没办法离
开，爸妈只能在家焦急等待。第二天一大早，宁阿姨和郑叔
叔开车把我爸妈送到医院看我，这个时候正是需要精神抚慰
的我紧紧地抱住了爸爸。医院送来的饭不够，又是凉的，我
没办法吃。幸亏宁阿姨为我送来鸡蛋和鸡汤，让我度过了难
熬的一天，在医院呆了两天就回家了，老公第二天便去上班
了，家里剩下爸妈和刚出生的宝宝。我的奶下不来，很着
急，这时，姐妹们又相继送来了好喝的鸡汤鱼汤，还传授给
我养育宝宝的宝贵经验，让我度过了堵奶期，是她们的爱心

让我心情逐渐好起来，奶也好了。月子刚做完，爸爸就要回
国了，真舍不得，但也没办法。遗憾的是还没机会带他去教
会呢，也许，神早就找到了父亲，只不过他还不肯承认罢
了。 
    随着身体渐渐好转，我开始带妈妈来教会，妈妈真切地
感受到弟兄姐妹们的真情，很快就决定受洗。感谢主！我们
家又多了一名基督徒！六个月签证期很快，妈妈也要回国
了，我不喜欢离别，但也要去面对，还好公公婆婆第二天又
要来美国看我们；不过这次公公的身体不乐观，来了之后明
显感觉比以前消瘦了许多，很是心疼，去医院做了检查，直
接住了院。美国医院和中国医院不一样，只住了几天就让回
家疗养，婆婆变成了家里最忙的人，要照顾公公，又要给我
们做饭，还要帮忙照顾宝宝。老公上班，只能我用蹩脚的英
文跟来护理的护士交流，当翻译。由于压力太大，婆婆每天
晚上都要去外面宣泄一番才能入睡，哭的我也难受，每每把
她找回来，我心里都很难过，公公也很过意不去，意念也软
弱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听说了都来我家给我公公打气，让我
们很感动。可是没有多日，公公还是“走”了，“走”的那
么突然，他是多么不想走啊，但愿他在天国过的比在这个世
界过的好。殡葬事宜罗牧师和宁阿姨还有众多兄弟姐妹给予

了莫大的帮助，让我公公人在异乡仍能一切安排妥当。
    感谢赞美主，教会如同我们的家，在最危难的时候让我
们安稳度过。公公的离世给我们家蒙上了一层阴影，婆婆最
是伤心，我和老公只能试着去安慰她，或借宝宝来调节气
氛。慢慢的，婆婆好些了，但情绪依旧不稳定，这里不像国
内，有众多亲戚朋友可以诉苦，光靠宝宝来调节是不够的。
婆婆有时一下子就变得很敏感，让我和老公束手无策，最后

还是决定让婆婆回去，至少能有人随时陪着她。

神的孩子恩典满溢

    就这样，婆婆回国了。我和老公算是松了口气，可这口
气还没松下来，又有事情来了。老公的老板不再和他续约，
他必须重新找学校签合同，才能继续在美国工作。之前找到
一个，那边回邮件表示感兴趣，可临近面试的日子那边又反
悔了，这让我们措手不及，只能继续找，可是时间不凑巧，
许多教授都在等项目基金，没有招人计划。教会里的弟兄姐
妹四处帮我们打听有没有机会，出各种主意希望能够帮助我
们。也许主自有安排，我们没能留下，虽然有些失望，可是

我们心中有主，就不觉得惶恐，无论什么结果都能坦然接
受。这真是我们以前做不到的，把一切重担都交给神，我们
才能拥有一颗平安的心！由于我第一次做母亲，没有带孩子
的经验，孩子晚上要醒三四次，有时还要做饭。老公上班
后，偌大的房间就我们母子俩，心里非常空旷失落和无助。
由于睡眠不足，我经常头痛，有时想起父母，自己经常哭，
几个月的孩子像懂事一样抚摸我流泪的面颊。是神派姐妹们
经常来看我帮我，给我战胜困难的力量，使我坚强。我感谢
神，我为自己是神的孩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美国的这两年半，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成为了一名真正
的基督徒。在国内的社会氛围和自身状态下是不可能这么真
切的体会和认识神的。这段时间对于我来说是人生最珍贵的
经历，只有神才知道我们会不会回到雅典我们信仰的初始
地，神自有美意！未来不可知，都在神的手里。我感谢在心
灵和生活上帮助过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愿神的恩典临到
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他们的家庭。愿你们永远蒙神赐
福，恩典满溢！！我爱你们！阿们。
       
（作者2014年5月在亚特兰大教会受洗，现居中国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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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全家来到雅典城华人基督教会有
大半年了，在平时的团契交流中，我了解
到有些弟兄姐妹在生活中有一些难处，有
些人失去了工作，有些人工作不顺心，有
些人的家庭成员患有疾病，有些人家庭不
和睦。恰巧最近在周五团契查经时，大家
在谈论面对苦难时如何仰望神。所以藉着
这次教会出版见证集的机会，我想和大家
一起来思想苦难--这个人生不可避免的课
题，通过自己信主以来的体会来见证神藉
着困难带给我们的祝福。
    自从亚当和夏娃偷吃善恶果后，罪就
进入了世界，人类便落在各种各样的苦难
困境中，肉体和环境所带来的痛苦和压力
有时令我们难以承受。然而，苦难在上帝
的手中有它的功用，神不甘愿使人受困
苦，而是要我们藉着苦难得到属灵的益处
和祝福。

（一）苦难带来平安的祝福

    约翰福音（16：33）里说到：“我将
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
平安。在世上你们
有苦难；但你们可
以放心，我已经胜
了世界。”这节圣
经告诉我们基督徒
的生活并非没有苦
难。刚信主时对这
句话不是很理解，
觉得很矛盾。有这
么多的苦难，怎么
会有平安？要想得
平安就不该有苦
难，二者不能同时
存在，可主耶稣为
什么偏偏把苦难和
平安放在一起？这
个问题我自己琢磨了很久，
其根源就是人类在一来到世上就种下了犯
罪的种子。因为人类的犯罪，我们都生活
在神的震怒之下，使得我们在短暂的人生
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主耶稣希望我
们有平安，这样才能在苦难当中安然度
过，因为一切苦难都会过去，而且最后会
有美好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神的国度一
定会来到。在世界上有苦难，但在神的国
度里没有苦难。我们抓住这个盼望，就
能够忍耐，忍耐到底就会看到神的国度
来到。
    在理解了这段经文后，当再次面对各
种各样的苦难的时候，我就能够坦然面
对，不再像没信主之前那样焦虑、抱怨，

甚至绝望。我硕士毕业快半年了，在找工作的
过程中遇到了诸多不顺。感谢我以前在伊犁诺
伊迪城查经班的一个姐妹打来电话鼓励我说，
你虽然没有那么快就找到工作，想想在这段时
间，你得到了什么？我告诉她说，我有更多时
间陪伴我女儿，跟先生的关系比在上学时好
很多，而且有更多时间阅读圣经和参加教会活
动。姐妹就说，你看，也许这就是神的美意所
在呢。我们遇到不顺的环境时要思想一个问
题：神要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属灵功课？在苦难
中，上帝会赐给我们胜过苦难的信心和力量，
使我们内心因依靠耶稣有平安。

（二）苦难带来信心的祝福

    苦难能增强人对神的信心。在经历人生各
种苦难所带来的痛苦时，有时候我们靠着自己
确实承受不了。但人在苦难中坚定信靠神就能
站立得稳，在人是不能的，但在神却能。希
伯来书（12：2）里说到，我们要仰望为我们
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节圣经太宝贵了，里
面提到两种信：一种是人的信靠，另一种是神
的信实。我们在苦难中呼求神，依靠神，会经

历神特别的带领，
信心更加充足。彼
得凭己信很失败，
三次不认主。但最
后他能靠耶稣重拾
对主的信心。苦难
还可以带领其他迷
失的羊回家。很多
人总觉得靠自己就
能解决很多问题，
神有时会把人放到
一个完全绝望、完
全靠不了自己的境
地，那时候，人心
会变软，呼求神、
归向神。

无论处于什么样的艰难困
苦之中，只要我们信靠神，就有盼望，就不白
白受苦。罗马书（5：3-5) 里说到：“不但如
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
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
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两年，面临困境的时
候，我凭着对主的信心，积极面对，最后，神
都给我安排最好的结果。我切身体会到：神通
过苦难造就我们属灵的品格，坚固我们的信
心。所以苦难来临的时候，不要惧怕，因为靠
着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苦难必会带来信
心的祝福。  

（作者来自重庆，现在佐治亚大学工作。）

[作者与丈夫女儿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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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a person is born, God has a plan for his/her life.  However, some people may realize their purpose for 
life sooner than others.  Sometimes, when something bad happens in life, it may seem like God is not there and 
that He’s not with you, but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in your life is part of God’s plan for your life. 
     Take Esther for example. She was a Jew living in Persia. When Esther’s parents died, Mordecai raised her and 
took her in as his own daughter. Esther becoming Queen of Persia was part of God’s plan for Esther’s life. Many 
other women could have easily been chosen to become Queen, but God made Esther become the next Queen to 
help save His people, the Jews, from destruction. 
     Joseph’s story also demonstrates this topic. Throughout his childhood, he was favored most by his father out 
of all his brothers, and because of the jealousy his brothers had, they sold him to Egypt, but little did Joseph 
know what would happen through this situation.  When Joseph first arrived at Egypt, he was sold into slavery 
then thrown in jail for no reason. Joseph knew that he did nothing wrong and didn’t deserve to be treated in 
the way he was treated, but he believed that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o him is all in God’s hands.  God knows 
what’s happening and there’s a reason for everything He does. He was able to interpret the king’s dream while in 
jail with the help of God, and through that, he was freed from jail and became the second authority in control of 
Egypt, which later helped his brothers who were starving in their country get grain.  
     Both of these Bible characters showed a great example of believing that God has a plan for your life, and that 
whatever happens, whether good or bad, there is a reason for it. 
     As for me, even though I am still young, I know that in the days ahead,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t is all part 
of God’s perfect plan for me.  As long as I trust in Him and walk with Him, he will be with me and lead me to the 
right path.  There will always be ups and downs in life, but God who holds the future also always holds my hand.   

(The author is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in Bogart, GA)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ns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Jeremiah 29:11 (NIV)

[Author’s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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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于欣艳

一、无神论的尽头

       我曾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
觉得信仰是老掉牙的迷信，我一直坚信靠自我奋斗才能成
功。研究生毕业后，我成了一名大专院校教师，怀着美好
的憧憬走上了工作岗位。现实很快打破了我的天真，系里
生源连年下降，为了竞争到好的课程，大家互相算计；领
导在学生去实习期间，偷偷克扣他们少得可怜的工资；某
些男领导与女教师之间还时有丑闻出现。这哪里是塑造人
类灵魂的地方，社会的黑暗和阴沉这里一样都不少！逐渐
地，我的热情变成了应付。
    工作四年后，我已经上了将近14门课。由于上课太
多、睡眠不足、饮食不规律、不会用嗓子、加上南方的气
候阴冷潮湿，我开始掉头发，又得了咽炎、胃病和风湿性
关节炎，几乎成了病秧子。那段时间，我平均一周感冒一
次，经常跑药店和医院。工作百般不顺，身心俱疲，感情
也遭变故。我和男友恋爱近七年，本来已到谈婚论嫁的时
候，可我的准婆婆运用各种托辞想拆散我们，希望男友顺
应社会潮流、找一个当官的有后台的人家的女儿。那段日
子，我充分感受到了人的善变和势利，于是把自己的一线
希望寄托在工作上，为一张所谓“优秀奖状”付出全部的
心血。这虚荣的情结一直左右着我，直到一位同事让我
把“优秀”让给他评职称用，我才忽然明白：我所重视的
东西毫无价值、根本就不配我顶礼膜拜。看到社会的不
公，我逐渐失去了奋斗的勇气，开始思考，人活着到底有
什么意义？
    我感到自己孤苦伶仃，便开始阅读精神领域的书籍。
我读了畅销书《秘密》，这本书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看
到了精神领域的伟大力量。我突然意识到宇宙间充满了一
种我看不到的能量，我开始练习打坐和冥想。一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梦：梦见我去了一个地方，那
里有潺潺的溪水，溪水旁有美丽的房子，一只松鼠正倒立
在大树的末端。那种感觉那么奇妙，有如身临其境一般。
这个梦境让我对远方和未来充满了期待，我就在这个梦的
带领下稀里糊涂地辞去了工作。
    辞职后，打击接蹱而来：没有了稳定的收入，生活没
有了保障，稳定的住处也没有了。我想出国留学，但商科
拿到奖学金较难，高额的留学费用令我放弃了出国留学的
念头。想来想去，还是考博士保险。正在我信心满满地备
考的时候，突然接到户口所在地公安局的通知，说我的身
份证重号了，必须更换。原来我办理身份证的时候是用手
写方式登的记，现在普及电脑登记了，发现身份证号重
了。由于对方所在的区域还未普查，要求我做出改变。在

公安局的一再要求下，我换了个新号。可是在报考博士的
时候，身份证号码的变更使得我报名失败。在极度的愤怒
中，我迫不得已放弃了考博。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打乱了我的计划和步骤，惟一的欣
慰是我和男友在经历挫折之后仍然结了婚。男友在西部城
市谋到一份职位，我们的家也搬到了那里。这些年来，我
未好好生活过，我动了买房的心思。可是身无分文，怎么
买呢？我就开始向父母、亲戚、朋友游说借钱。钱是借到
了，我和父母的关系却降到了冰点。我体会了亲情在金钱
面前的脆弱，为了还债，我开始想方设法找个好工作。刚
巧老公单位招辅导员，我积极面试，可由于没有关系和门
路而寿终正寝。这件事看似很小，对我的心理打击却很
大。与我一起毕业的同班同学，已经从辅导员做到副处级
干部了，我却连个辅导员都应聘不上，我感觉自己什么都
不如人家。这样，毕业六年后，我不得不又回到人才市
场。然而，找个合适的工作非常难，我又怀念起高校老师
死气沉沉但有保障的生活来。
    2012年暑假里的一天，我在超市买东西时碰到了大学
的体育系老师。闲聊之间，他说有门子，二十万可以搞定
高校的职位。我回去和老公商量了一下，虽然隐隐地担
心，可为了有份体面的工作，我们咬了咬牙，还是把钱给
了他。没过几天再打电话问他时，他支支吾吾，托词很
多。我忽然意识到可能上当受骗了，老公通过电话录音，
强制性地把大部分钱要了回来。这次经历，让我对找工作
彻底失去了信心，也开始怀疑自己为人处世的方法。
    我变得害怕见人、害怕说话、情绪抑郁、精神恍惚。
老公鼓励我与大学好友联络，大学好友博士毕业后在同一
个城市的一所名校当教师。好不容易约到了人，见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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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背着两个枕头向我推销，我本来不想
买，可为了不失去这份友情，就极不情
愿地花480元买了下来。后来才知道这位
朋友利用聚会强迫大家买她的枕头，大
家对她早已敬而远之了。友情变成了商
业，味道全变了。
    在短短几年内，我失去了靠自我奋
斗所得来的一切，眼睁睁看着自己所尊
崇的、所珍惜的全都倒塌了，我的身体
不胜打击，病倒在手术台上。我不仅仰
天长问：真有命运吗？　

二、错失真神，吃素念佛拜菩萨

    在感到活着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
时候，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的彩
虹像绸缎一样飘落下来，缠住了我。那
种柔美和喜乐的心情我现在还能体会得
到，之后下来一辆马车，我被接走了。
这个梦很奇怪，却很真实，像发生在我
身边一样。在冥冥之中，我再次感觉到
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存在，我的心第一
次开始强烈地向往外面的世界。恰好老
公找到了香港一所高校的研究职位，我
们顺理成章地到了香港。去香港前的
一周，我路过上海，突然想去苏州旅
游。在旅游大巴上，我遇到了美籍华人
Selina，她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当时
我不知道她是传教士，想提高英文的欲
望促使我和她聊聊。后来，她开始和我
聊基督教，我懵懵懂懂，半信半疑。我
曾是班里第一批入党的人员，物质决定
意识论已经像真理一样硬塞在了我的脑
袋里。工作后，即使对读发昏的文件和
喊乏味的口号深恶痛绝，对社会失望透
顶，但要我相信宇宙万物是神创造的，
我还是不能接受。我想起了我的三姨是
基督徒，亲朋好友都劝她走正路，就对
Selina的话产生出一种莫名的排斥。
可她的一句话还是触动了我的心弦，她
说：“按照达尔文所说的进化论，进化
就不应该停止啊！你看到半成品了吗？
就是半个像人半个像猴的？”
    到了香港后，我迫不及待地借了两
本基督教的书，都是英文的，书名我忘
记了，可里面的一句话我大体还记得：
上帝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无论你是美
是丑，是年老还是年轻，是贫贱还是富
贵。这句话让我流下了眼泪，因为当我
弱小得没有力量的时候，爱情、亲情、
友情、师生情都变得陌生和势利了，这
说明世人爱我都是有条件的。先前，我
对信仰没有任何认识，现在接触了，就
一发而不可收拾，走火入魔一般。我开

始接触灵性的书籍，天天打坐冥想，希
望能获得不同纬度的灵界的力量，来修
复健康。 　 
    正做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天在路
上遇到邻居。她偶尔听说了我的情况，
说自己是佛教徒，吃素一年多了。她讲
了自己信佛后的种种奇妙遭遇，说还可
以求子。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她到
观音堂。说是观音堂，无非是香港一座
废弃的工业楼上一间40平米左右的空
房，里面布满了贡品和观音像，摆满了
书籍。我了解到佛教有很多法门，这个
叫“心灵法门”。这和我想象之间有些
差距，潜意识里感觉有些不对劲，但佛
教的博大精深还是深深吸引了我。认识
到由于自己业障深厚而导致的自己人生
失意后，为了给自己的怨亲债主还债，
我开始虔诚地念大悲咒、读地藏经、拜
忏悔文，每天按照心灵法门的要求认真
地画小房子（多种经文和咒语组成的冥
符），尽管这样我感觉还远远不够，便
开始认真地在网上听净空法师和海涛法
师的讲经。我从早到晚痴迷在佛教中，
暂时忘记了一切烦恼和忧愁。邻居带我
到心灵法门的会场，我见到了卢军鸿台
长，看见很多人对他磕头，喊卢台长万
岁万万岁，心里感到莫名的反感，想
这不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搞个人崇拜一样
吗？卢台长也口口声声说爱我们，感觉
像个土皇帝爱自己的臣民一样。我不能
完全接受心灵法门所讲的，就自己在网
上到处听经。　
    我对佛教虽然有着十足的热情却没
有深入的研究，有过疑虑也没有打消念
经背咒的想法，我开始过与世隔绝的生
活。佛教的清心寡欲和吃素对我的情绪
产生了平静作用，我的身上也逐渐有了
些能量场，有灵性附体了。我能模模糊
糊看到灵界某些影像，晚上做梦也有成
千上万个不认识的灵性找我，我意识到
那可能是死去的亡灵。但我的身体健康
有了很大的恢复，这更加坚定了我吃斋
念佛的决心。

三、对假神的失望

    老公很快在美国佐治亚州雅典城找
了一份职位，我随他来到美国。到雅典
后，新鲜的生活气息让我忘记了国内生
活的种种打击和失意。我仍然坚持念经
打坐，期间怀孕生子。美国到处教堂林
立，刚开始，我对基督教彻底排斥，觉
得自己已经是没有皈依的佛教徒了，不 
能够背叛佛教。奇怪的是佛教从来没有

排斥过基督教。而且，随着念佛的深
入，发现佛教号称八万四千种法门，经 
文多的好像几辈子也读不完。我的住处
是佐治亚大学周围最大且离学校最近的
公寓，十来个中国学生都住在这里。我
很快认识了个正在读博的佛友，他来自
苏州的佛教家庭，父母吃斋念佛十多年
了。我对佛友有一种超乎寻常的信任，
有时跟他去放生，并且把买车的事情交
给他去做。可能他对车并不了解，结果
买了辆刚开始不踩油门打不着火、行驶
时又经常熄火的车。在我怀孕期间，这
辆车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烦躁和麻烦。付
了大量的修理费、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不
说，我离开美国时卖车也成了很大的问
题。
    此时，我对佛教的怀疑也越来越强
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们不
都是人吗？人不都有缺点吗？我还没见
过没有任何缺点的完人，我曾经对领导
毕恭毕敬，他们道貌岸然，很快让我彻
底失去了对他们的信任。国内报道的花
和尚、数钱和尚让我看到寺庙商业化的
一面。不过看高僧大德的传记又打消了
我的怀疑。我还是坚持吃斋念佛拜菩
萨。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果然感到灵魂
好像上升了，有时睡眠中甚至能出窍飞
了；但梦中仍有成千上万的鬼魂找我。
有的灵性很坏，有的要打我，有的要杀
我，让我不寒而栗，我时常从噩梦中惊
醒，就又开始怀疑，念了一年多的佛，
我的业障怎么反而比以前更多了呢？　
    佛教讲究慈悲为怀，行善积德，我
也积极地去做。我帮助老公实验室的秘
书，她身体不好，我给她送了几次饭，
把国内带来的中药给她，有时间还帮她
按摩身体。可能觉得我对她太好了，她
开始依赖我，希望我天天给她做饭。这
个我实在做不到，就拒绝了，她很失
望，我也很失望。我帮助她是希望她能
够自强，并不想让她完全依赖我。我不
禁自我检讨：哪里出了问题？我见从国
内来的邻居自己带孩子很辛苦，从内心
深处想帮她，便邀请她到我的住处来。
她常常抱怨，嫌美国钱少，看到国内很
多人发了大财，无比羡慕。我心里已经
逐渐舍弃了对钱财的欲望，她的抱怨影
响了我的情绪，尤其是在后期我挺着大
肚子，无限焦虑的时候，与她聊天，不
仅没有任何灵性的进步，反而变得容易
发火、心情急躁；她常在我和老公之间
挑拨离间，想让我心里离我老公远些、
离她近些；她越来越想抓住我，让我多
陪她一起带小孩，我的心灵却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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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她，希望她不要来烦扰我。有一天，
我委婉地告诉她，可以带孩子去图书
馆，她怒气冲天地告诉我汽车要烧汽
油，到我这不需要花钱烧汽油。其实我
们那地方离图书馆只有5分钟左右的车
程，我终于看清她把我的善良和忍耐当
作廉价的工具了。在我马上就要生产的
时候，她提出共同租房子住在一起。其
实我知道，她没几个月就要回国了，若
我租房子和她一起住，我需要好几次把
房子短租出去的，她把我对她无偿的好
当成我智商低下缺心眼了。她算计我的
诡计我看得清清楚楚，只是想用佛教徒
的忍耐来化解。最后，我实在忍无可
忍，就让老公对她说希望她在我待产这
段时间里不要来找我了。她恼羞成怒，
怀恨在心，在门口截住我，用恶狠狠的
眼神威胁我，根本不顾及我是一个即将
临产的准妈妈。我很委屈，实在想不明
白，行善没有换来任何的良心的复苏，
反而变成了仇恨？我对佛教所说的因果
关系论也产生了疑问，善因并未导致善
果。这件事如鲠在喉，同时，我看到佛
友也在积极行善，帮助人，他的善因也
没有带来善果。周围的人对他有着很大
的信任，可他却因为无知帮助刚来的博
士后买摩托车，博士后无证驾驶加上没
有戴安全帽，被关进了监狱。被保释出
来后，没多久，那个博士后就愤愤不平
地离开了美国。而且佛友自己一年之内
居然出了三次重大交通事故，每次都险
些丧命。他妈妈帮他请了佛菩萨放在车
里，他在车里不得不长时间播放经文来
化解怨亲债主。虽然我天天佛菩萨不离
口，但对佛教的疑问却越来越多：佛菩
萨不是能保人平安吗？怎么也会失灵？
    支撑佛教的理论有因果论和转世轮
回论，因果论我自己的饯行都失败了，
我对转世轮回也产生了疑问：人和动
物、鱼类和昆虫之间以及人和人之间的
灵真是可以转换的吗？按照佛教的理
论，为善多了就可以修行成人形，为恶
的就堕落为动物和牲畜。我看过西藏一
些高僧对生死的看法，也看过达赖喇嘛
的纪录片，在念佛初期，我感觉自己好
像真的活了很多世了，现在，我则怀疑
是灵性附体造成的错觉。
    在我生完小孩两个月后的一天，我
接到家人的电话，得知我姐夫已经出
轨，正在和我姐姐办理离婚手续。这件
事突如其来，令我我坐立不安、夜不能
眠。我想方设法想挽留住姐夫，但他下
了决心一定要离。他们的感情曾经是我
效仿的对象，我把姐夫当成自己的亲哥
哥一样，怎么也无法接受他们离婚。我
开始求问佛菩萨，做了个梦：梦见我姐
姐和姐夫结婚，我们一家人去参加他们
的婚礼，可是，怎么也走不到目的地。
这时，一个人突然跳楼，并告诉我们
说，他需要死掉400回我们才能到。我

从梦中惊醒，知道求佛菩萨不会有结果
了。原来佛菩萨也不是万能的。我情绪
焦躁，诵经念佛也没能平复，得了急性
乳腺炎，疼痛难忍，躺在地上只剩下喘
气的份儿了。以后几个月，急性乳腺炎
反复发作，我念佛积累起来的能量耗尽
了，我又觉得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我灵
魂的伤口在滴血，我却没有任何能力止
住它。想到孩子的成长不能与世隔绝，
我迫切想与人交往，想融入人群。

四、接触基督徒

    2014年10月份的一天，我带着孩子
在附近教堂的小公园散步，那天正好是
星期天，停车场停满了车。我开始好奇
地想，教会里面是什么样的呢？这些人
在教会到底做什么呢？这两个问题问完
我就回家了。第二天（周一），我带孩
子去图书馆巧遇潘宁，我介绍完自己后
她问我，“你有孩子玩的PLAYPEN吗？”
啊！我正想买一个，周六还去二手店看
了，想到很可能不到五个月就回国了，
没必要再添置东西了就没买。一个陌生
的人怎么会送我东西？我心里在警惕，
不会是什么推销陷阱吧？我问：“多少
钱？”潘宁说：“不要钱。”她的眼神
坚定，语气平缓，我放心了，想先借一
个用用也行。她叫我周五去华人教会
拿。我正想去教会看看，就欣然同意
了。　
    周五到教会恰好是查经的时候，吃
完喝完，看到所有的人分了组，感觉大
家在一起聊聊家常也不错。老公说华人
在美国比较势单力薄，大家通过教会互
相帮助，就叫互帮会吧！
    很久没有看中文杂志了，禁不住拿
了几本教会的杂志，其中一本是《生命
树》，还有几本《海外校园》。回去开
始阅读，看到周围熟悉的人的见证，想
这些人怎么也不会说谎，开始思索，真
有一位神吗？他真的创造了宇宙万物
吗？他和佛菩萨是什么关系呢？
    因我的车不好，潘宁给我介绍了两
家离我家近的美国教会，没想到在接下
来的一周内，我连续两次去教会，一次
是每周四学英文的，一次是镇上教会举
办的万圣节派对。镇上教会的聚会老公

也去了，气氛活跃，心情愉悦。我想一
边念佛一边去教会也不错，我开始盼望
去教会。随着去教会的次数增多，我观
察后就怎么也想不明白：来接我的Sam
总是正点在我楼下等我，从来不延误，
把我当作贵宾一样对待；免费餐饮也像
酒店一样毫不懈怠；教会里的人不光是
友好和气还很快乐，是真正的喜乐和平
安。他们对人的爱是真切的、不虚伪
的。我看到Katherine把哭泣的儿子紧
紧搂在怀里，那种爱不是讨好、不是怜
悯，而是没有偏见地接受。去教会之前
有人告诫我不要被洗脑，可这里并没有
人对你大谈信仰。现在我真是对圣经充
满了好奇和不解，就这么一本书，怎么
这么多人都信以为真呢？这是一群怎样
的人呢？为什么他们心里有爱而我就没
有呢？为什么他们生活得如此积极，像
有不竭的泉水而我却消极逃避呢？

五、认识又真又活的神

    恰好潘宁又邀请我去她家参加感恩
节聚会，带着迷思我就去了。那天是
2014年11月27日，我真切感到了聚会中
不一样的气氛：这里没有人互相奉承和
吹捧，也没有尊卑贵贱之分，更没有领
导发言大家鼓掌，只有真诚地敬拜神。
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卑不亢的气
质，具有特殊的美德和馨香。他们的言
谈举止像清风吹进我的心里，每个人讲
的见证是自己过去一年里的真实人生经
历。这种分享让我很受鼓舞；在国内大
家都装蒜、装坚强，说不痛不痒的话，
极少有人对你讲实话。现在，我听到了
一群有美德的人在讲实话。遗憾的是为
了照顾孩子，我只听了一部分，老公也
听了一部分。后来，一位姊妹因为工作
辛苦的缘故放声痛哭，这是我第一次见
到有人在别人面前象与自己相处一样没
有芥蒂，她们之间远非认识和熟悉这么
简单；他们互相爱惜又互相提携。回去
后，我和老公辗转反侧无法入睡，这种
聚会要是早点参加多好啊！我强烈地
想成为这群人中的一员！拥有他们的美
德！
    潘宁给我发了个微信，说我需要读
圣经，才知道什么是神赐予的美德。上
大学时我买过《圣经》，刚读了几行就
放弃了，想这不是神话故事吗？这次我
听从了潘宁的建议，从新约开始读，我
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我迫切想知道这位
神和佛菩萨是什么关系。我对佛菩萨动
摇了，但还没有完全放弃。一天我读  
《马太福音》，犹大卖主的那段，耶稣
没有指出犹大的背叛，只说了句：“你
说的是！”这句话像箭一样射中了我的
心脏，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了。过去
的几年，我面对太多的背叛，我记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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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辞职后，有两位我以前视为好友的
同事对我落井下石，想快速和我撇清关
系得到领导的赏识。这么轻轻的一句
话，说明耶稣有多大的胸怀和忍耐啊！
那时我突然想，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仁义
人。前段时间，我和老公正对中国历史
感兴趣，天天听评书《林则徐传》，林
则徐是我佩服的一个人，他也是以官场
的厚黑来对付那些官场小人的。可是，
这位耶稣，他的行为堪称完美无瑕，如
果他确实代替我，为我的罪死了，那我
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呢？　
    我照着葫芦画瓢，对着《海外校
园》上的决志祷告念了一遍。躺在床
上，觉得有些异常，我开始全身发烫，
深刻感觉到有一股新的力量进入我的体
内。灵性的敏感告诉我：周围有一种我
念经以来没有过的气场。我闭上眼睛，
看到了天使美丽的面庞，头发上面像星
星一样闪闪发亮，一眨眼就不见了。当
晚做了个梦：两棵果树一夜之间结了很
多果子，上面还有雨水。后来我去参加
姐妹会，江洪姊妹正好读到葡萄树和枝
子，讲到圣灵的果子，我懵懂地想那
可能是圣灵的果子，可是为什么是两棵
呢？后来老公和我一块受洗我才明白，
还有一棵树是老公的。
    那几本有限的杂志不能满足我的需
要了，我叫田鹏帮我又拿了些来。我和
田鹏的认识是在和潘宁认识之前。我在
操场带着孩子遛弯，认识了同样带着孩
子遛弯的田鹏父母，同样的中国面孔且
又是山东老乡让我们迅速熟悉起来。那
时，田鹏的爸爸就向我推荐了雅典城华
人基督教会。我们去了一次后，因汽车
经常熄火，实在不敢开车带着婴儿再去
了，我就通过读杂志和读圣经来了解到
底基督教是怎么回事。杂志让我理解得
更快一些，因为里面有见证和讲道。奇
妙的事情不停地发生了：我去听音乐会
有人送我门票；我去采蘑菇，好像蘑菇
正在等着我采；别人送我的玩具恰好就
是我想买的。一天，老公上班时把电脑
放在桌子上了，一个声音告诉我不安
全，我就把电脑往里面挪了一些。过了
一会，刚学会爬行不久的儿子去拉扯电
脑线，我慌忙跑过去阻止，电脑差一点
掉下来砸到儿子的头上。这个电脑有八
斤多重，如果砸到七个多月的婴儿头
上，后果难以设想。如果是一两件事
情也就罢了，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变了个
样，我所想的所需的，甚至连我内心从
来都没告诉过别人的事都好像有人知道
了。只要有问题，打开杂志、圣经或者
听牧师讲道，答案恰巧就在那里，这种
巧妙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其中的玄
机。　
    开始，我只是凭着感动做了个决志
祷告，现在，事情的发展让我忽然意识

神是信实的，他涂抹了我的罪过。

六、独一真神与属灵争战

    在第一次周三祷告会的前一天，潘
宁和美翠姊妹到我住的公寓探访，潘宁
的车被追尾了。我听后又愧疚又难过，
感觉让他们因为我处于这么危险的境
地，后悔答应他们到我这里来。后来，
潘宁在祷告里分享说属灵争战很厉害，
祷告会开始的前一天她的车被撞，同一
天Sandy姐妹也被仇敌攻击，卧床一天不
能起来，脸都肿了，祷告会差点没法进
行。我听后很惊讶，还有仇敌？
    回家后，我看到一篇报道，一个名
叫Fonda的弟兄出车祸去世了。瞬时，
我心里开始打起了退堂鼓，虽然我信神
不求升官发财，但也不是为了求祸于自
己吧！可是，我想知道患难从何而来？
患难是不可避免的吗？神为什么允许患
难的存在？我们的人生是已经安排好了
的吗？我心惶惶，就问潘宁。潘宁说， 
“神没有不允许苦难的存在，但他已经
胜过了苦难。”我还是不信服。去查经
班，查经班的姊妹也有人开始质疑，为
什么有的基督徒的人生没有一般人的过
得好？还有一个刚信主的姊妹说，信主
后一周之内连续出了两次车祸，就抱怨
说，还不如不信呢！我问潘宁，潘宁
说，“有些事在人看来是不好的，在神
看来却是好的。”我联想到自己的患
难，没有认识神之前，我的人生不是更
加充满了痛苦吗？那些患难是让我认识
神和依靠神的前提，如果没有患难，
我会来寻求神吗？既然在我不信神的时
候，苦难比现在还多，人生比现在还不
顺利，那么我真的没什么可抱怨的。我
想既然神创造了宇宙万物，祂就可以随
时设计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就不是确定
的。那么，那些本来人生顺利的人信神
之后的患难呢？是为了荣耀祂吗？可
是，Fonda都死了，怎么荣耀祂呢？我
越想越想不通，左右摇摆不定。心想：
虽然佛菩萨有种种不是，好像也没有这
么多烦恼。老公也开始动摇，而且很厉
害，给我举了几个信佛也有财富也保了
平安的例子。我开始后悔信得太快了，
应该多了解之后再决定。神好像也完全
了解我的处境，我一打开杂志，几行字
砸在我的眼前：我拣选，就必成就。我
突然想起，我是神拣选的，信不信由不
得我，神自己会成就。神开始给我答
案。　
    Sandy姐妹问我为何周日不去教会，
我告诉她车况不好，她就来接我们。那
天到教会，恰逢主日学在讲耶稣在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试探。Mrs.Henderson讲魔
鬼就是撒旦，撒旦是堕落的天使，自从
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后人类就堕落

到，宇宙间真有一位神。我去参加每隔
一周的姐妹会，看到大家在认真地祷
告，就想神真会垂听祷告的吗？我也想
祷告，但不知怎么祷告，恰巧潘宁又邀
请我到她家参加周三祷告会，她怎么总
是正好知道我需要什么呢？难道是神派
她来帮我的吗？我们的汽车总是熄火，
后来Gordy弟兄负责接送我。去了一两
次周三祷告会后，我回来按照Sandy姐妹
讲的操练。神开始借着祷告和赞美对我
进行了医治，先是对我的灵，我的忧伤
烦恼减少了，心情不抑郁了。有一天，
在我操练了赞美之后，忽然感觉人很轻
松，也觉得老公幽默至极，不禁哈哈大
笑起来。我笑了足足一天的时间，嘴都
笑疼了，这是近五年来我第一次开怀大
笑，负面的情绪得到了全然的释放，我
更期盼去祷告会了。然而每次把孩子放
到家里让老公带着，我走时孩子都大哭
大闹，我有些不忍，感觉自己像个不负
责任的妈妈，心想再去一次就不去了。
可是，去了一次后，我忽然又意识到，
如果不恢复我与神的关系，怎么能教育
好孩子呢？我期盼老公与我一起去，老
公想，一个人在家带小孩相当难，在家
做不了什么事，还不如和我一起去听听
呢！这样老公也成了祷告会的一员。
    我发现自己读圣经越多，祷告和赞
美越多，精力好像更加旺盛。难道是心
情喜悦，身体也好了吗？我去体检，到
检查时我做了个祷告，感觉心里很平
安，不像以前体检时那么慌慌张张充满
了恐惧。体检结果：我的纤维瘤小了一
半，不管是不是神对我身体的医治，反
正我的身体在变好。神也在通过圣经的
话语不断地更新我的生命。在生命的更
新中，我深刻感到内里一天新似一天。
当初信神时，对于神说“世人都亏缺了
神的荣耀”不能完全接受。我是一个罪
人，那么三岁的孩子也是罪人吗？当神
对我的生命更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
终于明白：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没有
敬畏神，没有寻找神，没有顺服神，人
就会依靠自己，人就会任意妄为，人就
会被罪辖制。小孩是自私的，也是有罪
的。上帝是公义的圣洁的，除了耶稣以
外，哪个人是没有罪的呢？　
    我的性格和脾气在念佛后虽然有所
改进，但并无实质性改变。我总觉得自
己正确，别人错误；自己光明，别人阴
暗。世人判断事情的标准是自己的偏好
和利益，我痛恨人的势利和善变，但我
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吗？与钉在十字
架上的耶稣相比，我的罪多得不可胜
数！我向神通彻忏悔我的罪过，我的生
命不断得到释放。那些辖制我的痛苦、
难过、烦恼、感情的纠结、担忧、抑郁
统统像链条一样从我身上脱落了，我的
软弱犹豫不决的个性也变得坚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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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陷在罪里，这个世界是撒旦掌权的
世界。我完全赞同，我在撒旦掌权的世
界里呆了三十多年，看到了人的道德的
堕落，商业社会对人的冲击，人完全陷
在了罪里。那天，罗治禹牧师的讲道内
容正是我最关心的：“人的患难是从何
而来的？”罗牧师讲的是《约伯记》，
正是我想听的。罗牧师说，“撒种在神
手里，收取也在他的手里，我们没有什
么好抱怨的”。我想想也是，神创造了
我们，我们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呢？后
来，神也没有亏欠约伯，患难变成了祝
福。也许神的作为就像盛晓玫唱的一
样“他的作为难测度，但他必会为我开
道路。”　
    我对佛教的转世轮回说一直存在质
疑，这个说法是让很多佛教徒吃素的原
因，因为所有的活着的生物，都可能是
你的累世的父母和亲人。圣经说，上帝
创造了万物，让人类管理天空的鸟，海
里的鱼并爬行的昆虫，我想这个更令人
信服，那些生物难道不是比人类更低级
的生物吗？就放弃了吃素转而吃肉了。
    我对佛教彻底放弃，老公很有疑虑
说，“你信神是不是太快了？”我自己
也这么认为，从接触到相信，才短短三
个月左右的时间。但神的信实彻底征服
了我。我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但神
用各种方法证明了祂的存在。我突然也
变得不一样了，变得喜欢和人交往，喜
欢教会，喜欢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佛教
讲究断除欲望，这两年的佛教经历，使
我对于世俗的人生都没有了热情，念的
没有疑虑的时候也曾经想过削发为尼，
到寺庙里去，彻底轧断红尘。我是什么
时候开始变化的呢？我记起来了，是从
美翠姊妹为我按手祷告之后。第二天，
我突然感到上帝就是我的父，教会就是
我的家，我的心里充满了爱、喜乐和平
安。后来，在查经班查经时，我才知道
我是受了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了。我
突然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变了个样，我看
天地万物，种类繁多，各归其类，又那
么巧妙地生存在一起，想这不是神的作
为是什么？甚至突然深刻地认识到：是
神设计了我的人生，那么巧妙地让我失
去一切，彻底失败；又那么巧妙地安排
了人和事来带领我，我的信主经历不就
是神确实存在的最好例证吗？自从认识
到这点以后，我发自内心地笑了，像有
一道光照射到我封闭又黑暗的心里，我
的心里一片光明。
    我回想起在去苏州的旅游大巴上, 
Seilina曾经对我论断过佛教。真奇怪，
好像神早知道我会走这条路一样，说佛
是死去的人。我那时什么都不懂，等我
念了两年的佛经，天天梦见死人之后才
开始思索这句话的含义。佛菩萨从来没
说过自己是神，他们确实是死去的人，
不管他们的灵在哪里，他们不是爱。笃

信佛教的小妹也面临过妹夫的质疑，说
小妹没有人性。我也意识到，没有爱的
我虽然念佛还是伤害了别人，邻居虽然
有错但轮不到我对她进行评判，只有上
帝才能监察人心。我对她早有不满也不
说明，也不沟通，突然对她说出，那是
多么伤害人的方法啊！对于我姐姐，我
对待的她的方式也不是爱，在她人生最
艰难的时候，我没有给她任何安慰，而
是指责，想想多么残忍！
    随着信主的深入，危机也悄悄降
临。我没有认识到信仰是件很严肃的事
情。我在短期内彻底果断地否定了佛
教，我拜过的假神愤怒了。一天，在我
晚上睡觉的时候，梦见有灵性想附体，
可是我感觉内心有一个拒绝的声音，便
大喊了一声：主啊，救我！瞬间醒了，
心脏剧烈跳动，害怕和恐惧随即而来。
又有一天在午休时，自己突然在睡梦中
看到六个光头和尚出现了，他们排成了
一个长方形的方阵，中间的两个放大光
照我，我的嘴里开始无意识地背诵大悲
咒。惊醒后，儿子却昏睡了六个小时。
我开始意识到，儿子可能是我天天念经
求子得来的，他们不会伤害到儿子吧！
越想越害怕，就告诉了Sandy。Sandy说
恰好那周六（2015年2月21日）陈昌文
牧师来讲座，建议我去咨询一下，听听
他的建议。周六我去了教会，在罗牧师
的办公室里，向罗牧师和陈昌文牧师讲
了我的经历。他们让我写下自己读过的
经文，然后他们共同建议我和老公周日
受洗。那天，我经历了很不平凡的一
件事，就是两个牧师和教会的众弟兄
姊妹及别的教会的弟兄为我赶鬼。我
得承认，从那以后，那些鬼再没来骚扰
过我。赶鬼后，信佛的小妹好像心有灵
犀，很快通过手机微信开始给我发佛经
和咒语，给我讲她自己的见证，说不要
放弃。佛友也劝我，说坚持这么久放弃
掉太可惜了。我知道这是属灵争战的继
续。

七、受洗归主

    我想自己受洗的时候到了。认识到
神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
神，精神感到枯竭干涸；没有神对我的
爱以及我从神那里得到的对他人的爱，
我的人生就是一片黑暗。我想神的道是
真理，自己平生苦苦追寻的公义都在神
这里。我们都是人，人都是有限的，而
神却是无限的，有限的归于无限的不是
应该的吗？神创造了我们，我们回到创
造者那里求问也是理所当然的。神就是
爱，如果我们都在他的爱里合一，这世
界不就和谐了吗？信神的国家大都文明
开放，信神后的弟兄姊妹充满喜乐平
安。这说明我们要想在这个世界享福，
就要放下重担，安息在神的怀里。神对

于信别神很是痛恨，我想真理就应该具
有排他性，必定就是一个，就像正确的
答案就只有一个一样。
    我欢喜雀跃地想受洗，仍在不停地
经历神的奇妙作为：去公园，有人送我
一本《认识真理》的书籍，正好就是我
想要的。但要老公一起受洗，我很犯
难。他没看过圣经，只参加过几次祷告
会，也是因为他不想在家一个人带小
孩。他只查过一次经，听过一次盛晓玫
的音乐会。虽然他在盛晓玫的音乐会上
作了决志祷告，虽然他也有些自己的小
见证，他的信心远没建立起来。他还经
常问我，他怎么听不到神的声音？他的
问题很多，曾经问：八国联军侵华时，
一边杀人一边祷告，神保佑谁？如果找
工作的人都祷告，那上帝会保佑谁？我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老公是个比较理
性的人，怎么会轻易受洗呢？可是，两
位牧师说如果老公不受洗，家里还有破
口，以后还会有属灵争战。佛经、观音
菩萨的像还供在我家里，罗牧师决定为
我清除偶像。那天晚上，与我长谈后，
他和Gordy夫妇一起到我家清偶像。同
时，罗牧师劝说我老公受洗，但我老公
最后还是说：“我再考虑考虑吧。”我
也没有办法说服老公，老公开始扔钱币
决定，扔的结果是不受洗，于是决定暂
时不受洗了。
    我开始祷告求神，那天晚上其他弟
兄姊妹也在为我老公祷告。第二天早
晨，我还是坚持让他一起和我打好包，
带上衣物去教会。临出发时他说，“我
到那看看再决定是否受洗吧。”这时，
婆婆打来电话，哭诉自己被家庭的琐事
弄得很不愉快，觉得家里人都在害她。
老公听后很难过但无计可施。走进教会
后，神给了我们最好的安排。陈昌文牧
师正在讲抑郁症患者，老公正好听到。
事后，他见证说，那天感觉上帝在借陈
牧师的口告诉他怎样治疗母亲的抑郁
症。他终于听到了神的声音！
    2015年2月22日，我和老公一同受
洗，正式归于耶稣基督的名下。那天，
神对我们挫折的婚姻也给予了最好的祝
福。

八、试炼与恩典

    受洗后再有十天就回国了，我们纠
结于如何处理经常熄火的汽车。卖给别
人，担心他们像我们一样受害。另外，
房东很古怪，我们担心因弄坏了她的凳
子和台灯拿不回押金。于是就开始祷
告，最后神都给了圆满的解决：问题车
被换轮胎的车行买了，房租押金也在回
国十天后拿到了。回国那天早晨，Gordy
弟兄送我们到机场。恰逢机场扩建，我
们不知道以前的国际航班登机口换新航
站楼了。为了在旧的登机口推行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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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和Gordy连续刷信用卡很多次都没
有成功。事后，我们明白那是神不让我
花冤枉钱。类似的事情老公在回国后也
遇到过。我带不到一岁的儿子坐飞机，
心里很不安，就祷告神，结果在我乘坐
的两段国际航班上，我们旁边恰好都有
空座，后来在乘国内坐航班时旁边又是
空座位。第一次，我还有些怀疑；第二
次，我不怀疑了；第三次，我知道这都
是神的安排。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
是充满恩慈与信实的。
    回国那天，我们还坐在出租车上，
老公就接到机场电话告知我们有重要文
件遗忘在海关了。到达酒店后，把所有
行李（十来个大小箱子）放在大堂后，
老公就急忙往机场赶。我们预定的房间
在三楼，酒店的行李车太小一次装不下
那么多行李，我带着不会走路的孩子正
在犯难，恰巧四个年轻力壮的男青年从
外面回来，他们正好住在三楼，我刚一
开口，他们就答应帮忙。到楼上发现他
们恰好住在我们对面，我明白了神说的
让万事互相效力的含义。回国后的一
天，老公正用家乡话给公公讲耶稣出
生，说到玛丽亚因感圣灵怀孕时，旁边
恰好有一位基督徒从教会聚会回来经
过，她和公公一样都是盲人，就接着老
公的话也用老家话往下讲。老公惊呼：
太巧妙了！在城市的街道上竟然有人也
说老家话，而且正好也是基督徒，且稍 
早一点和晚一点都不会遇到。其实，那
天我正在祷告，希望神能派救兵来，带
我们去周围的教会。我们的神，又巧妙
地安排了救兵。这位姊妹说这附近就有
一个教会。我们赶紧就去找她说的这个
教会，到那儿时，主日崇拜已经结束，

经明显没那么热心了，我带他去教会。
但是教会里人山人海，方圆十几里，就
这么一个教会，喜欢清静的老爸很不适
应那种环境。　
    我没有意识到属灵争战又悄悄开始
了。一天，老爸咳嗽不停，不到一岁的
孩子也鹦鹉学舌地咳嗽了一声。到了晚
上，老爸的脸拉得越来越长，他突然情
绪激动，脾气异常暴躁，他说怀疑我妈
在他的食物里放了很多盐，盼他早死想
独吞家产；他还怀疑我妈利用我回来的
时机下手做这事；还怀疑我就是帮凶来
一起陷害他。这事情发生得异常突然，
我和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妈是喜欢
吃咸，我劝阻过很多次她都没改。可是
老爸的反应也太过激了吧！　　
    我在父母那住了三周后，老爸说希
望我早点回自己家。那天晚上，我欲哭
无泪，因为信仰我不能在小妹家和父母
家居住，难道因为信仰要失去与家人团
聚的机会吗？我一边祷告一边埋怨神，
恰巧潘宁的短信到了，问我：“你们好
吗？”我心里五味杂陈，真不知道怎么
回答，其实，我当时很不好，索性就没
回。但我一抬头，对面高层上，一个人
家的硕大的窗帘和窗框之间正好形成了
一个标准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是那么
醒目，正对着我的窗户，怎么都回避不
了。我的心开始平静，打开微信开始读
圣经。那天的经文是“十字架上的耶
稣”，有一句话敲打着我的心：“想想
十字架上的基督，你的苦楚算得了什
么？”我知道那是神在对我说话。那天
晚上我祷告了很久。第二天，我感到出
奇地喜乐和平安。看到老爸愧疚的脸，
我知道老爸也是身不由己，但他并不知

教堂里面空空荡荡的。我走到十字架
下，认真做了一个祷告：希望神能够怜
悯我的软弱，让我在这个世界不堕落，
同时也把老公的工作再一次交托到神的
手里。
    我们在公婆家住了十天后回到了我
父母家。回家前，我就担心有属灵争
战。现在小妹对佛教信得非常投入，老
爸、大姐和小弟都受佛教的影响。我很
后悔，当初还是我带领小妹吃斋念佛
的。现在小妹在佛教方面已入得很深，
她在灵性方面也有很多体会。而国内教
会少，信主的人也少，小妹没有接触过
基督教，并且认为信菩萨后也很快乐，
改信主是非常困难的。我到小妹家做
客，晚上聊天，聊到了真神。睡觉前小
妹说，如果有真神，请真神让我知道。
属灵争战开始了，晚上小妹做梦，一会
有成千上万个灵性来捏她，一会又感到
无限幸福和快乐的灵性来安慰她。早
上，小妹说：“你的真神是存在的，但
是我已经施食恶鬼很长时间了，不能放
弃他们。”小妹还告诉我：前不久她已
经看到了去世的奶奶，观世音菩萨也多
次向她显现。我知道：那是灵性怕我说
服小妹，它们早有准备。我无计可施，
我知道神的作为是奇妙的，也许还没到
时候。但小妹家呆不下去了，我回到了
父母家。小妹为老爸请了一本《地藏菩
萨本愿经》，老爸在家里经常读他的佛 
经。老爸读他的佛经，我则听我的敬拜
赞美音乐。我向老爸讲真神，老爸半信
半疑。回家前我曾向神祷告， 希望神也
带领家人归向他。老爸说有一天，一个
人突然按门铃，问他信不信耶稣，我知
道是神在帮我。那几天，我看他读佛

[作者受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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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那是属灵争战。     
    回到西部自己的家里，发现装修了四年的家里还有些
味道，像是刚装修过不久，不得不开着门窗住。四月份的
天气比较冷，高层上风很大，孩子回来就感冒了。我们又
忙着找房子、搬家，奔波忙碌；国内的食物不安全，人际
关系复杂，我们感到身心俱疲，开始对属神的事情心灰意
冷，也不祷告了。看到教会只有两三家，还距离较远，也
不想去。孩子和老公接连生病，我忙着照顾他们。感到灵
里枯竭、心情焦躁、与神的关系疏远。这期间，租的房子
的煤气灶坏了，与房东协商多次后，房东提出让我们自己
出钱更换，我们无计可施，我就祷告神，不可思议的是：
在祷告后一周之后，我们再次提出更换煤气灶时，房东居
然痛快地答应了，这件事就这样顺利解决了，我又经历了
神的作为。还有一次，孩子吃奶时用力咬了我一口。刚开
始我没在意，结果孩子天天吃奶拉扯，伤口久久不能愈
合，后来开始化脓溃烂。若到医院缝针要打麻醉，孩子就
要停奶，我左右为难，突然想起求神，就向神祷告。祷告
后的第二天，孩子在原来的伤口上又咬了一口，又流血
了。神奇的事出现了，经过孩子重新咬过后的伤口，几天
后就愈合了。神用这种方式不停地告诉我要信靠祂。
    回国后，我们为自己和孩子操心忧虑，精疲力尽。后
来我意识到，为什么不把这些都交给神呢？我开始警醒祷
告，把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神。交给神后，我自己终于卸
下了重担。老公去给孩子打疫苗，因为孩子的户口还没落
下，可能没地方能打疫苗。正发愁的时候，他在路上碰到
了同事，恰好他的孩子也是在美国出生，从他那里，老公
得知可以在校医院给孩子打疫苗，不需要户籍证明。事情
就这样超出我们预料地顺利解决了。又有一天，我看到邻
居正匆忙抱着自己的小孩去单位。我主动请缨，帮她带了
会儿小孩。第二天，我的孩子莫名地发起了高烧，我很焦
急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请教她。恰巧她儿子也出现过类似
情况，她给了我详细建议，结果没有去医院，孩子很快恢
复了健康。我明白那是神在帮我，神帮我的方式很奇妙。
老公期望的工作一直没有得到神的答复，又开始怀疑神。

正准备搬出去住时，老公收到一个英国博士后职位邀请，
老板是老公比较熟悉的人，项目是与英国一家大企业合作
的项目，待遇和方向老公都比较满意。我不知道是不是神
的旨意，就仰望神。那两天，我打开手机读圣经，都是亚
伯拉罕去埃及遇到大饥荒，我们觉得可能神是不让我们
去，就让他拒绝了。一天，老公收到了地中海一个岛国的
高校AP职位邀请信，系主任主动来信希望他投简历。老公
觉得很惊奇，自己并不认识对方，也不知道对方怎么获悉
老公投简历专用邮箱的，而且老公只是偶尔在地图上看见
过那个美丽的小岛，心想若能在那生活倒也不错。这件事
情他谁都没告诉过，没想到对方主动邀请。我们很高兴，
老公对神的信心也开始增强了。但老公内心不是很满意，
他还是希望去北美。潘宁邀我写见证，我就在心里想：如
果神能给我老公安排个北美的工作，我写的东西就更有说
服力了。我就等候着奇迹出现。神完全知道我内心的想
法，老公果然看到一个高校实验室的职位很适合他，而且
回国后的这段时间恰好做了个类似项目。投简历后，对方
很快回信，对老公非常感兴趣，开始确定面试时间。很神
奇，好像神早就为这份工作预备好了。
    在我的信主道路上，神一直在奇妙地带领我，在我走
投无路的时候，祂用慈爱的光照到我黑暗的生命里，把我
从人生的深渊拉上来，让我的双脚站在磐石上，领受那上
好的福分。神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
门。（马太福音7：7）”神真的是慈爱的信实的，从来没
有离开过我，无论我的信心是多还是少。虽然信主后也有
挫折和患难，但是神的恩典总是在帮助我渡过患难；在患
难里，我依然有着喜乐与平安，依然过着有信、有望、有
爱的日子。这一切说明：祂是大有能力的神，全能的主，
这个世界就在他的掌控之下。一切荣耀和颂赞归于主。阿
们！　

（作者2015年2月在雅典城华人基督教会受洗，现居陕西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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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聚会：                                             
上午9：00  主日晨祷会                            
上午10：00 主日学                                 
上午11：00 主日崇拜 

周五团契：
晚上6：30 晚餐                                           
晚上7：30 查经                                                                      

Sunday Gatherings:
9:00am   Prayer meeting
10:00am  Sunday school
11:00am  Worship service

Friday Fellowship:
6:30pm  Dinner
7:30pm  Bible study

聚会地点： 410 Oakwood Drive, Bogart, GA 30622

联系方式：
电话: (678) 661-1506  罗治禹牧师  Pastor Luo
电邮：info@atccc.org
教会网址：http://atccc.org/


